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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琼中将坚持在保
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努
力实现生态与发展双赢，争
当生态文明建设的“优等
生”。首先，我们必须要充分
地做好水、空气、土壤的文
章。其次，我们要积极探索
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
制。再次，我们将积极践行

“山海互动，蓝绿共赢”协调
发展理念，争创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区。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副书记、县长蒋莉萍：

努力实现生态与发展双赢

一名共产党员就是一面
红色旗帜。我认为，在疫情防
控工作中，共产党员更要坚定
理想信念，带头强化政治担
当，带头发挥表率作用，坚决
贯彻落实省委和市委决策部
署，积极响应党组织号召，充
分彰显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对我而言，践行党员的初心
使命，概括起来就一句话：尽
责任！无论是在什么岗位，无
论是疫情防控，还是平时的医
疗工作，都要尽心尽责，踏踏
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

三亚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王彬：

踏踏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

王
彬

过去五年，我省信息基
础设施“发展快”、出省带宽

“提速快”、数字经济产业“发
展快”。未来五年，我们将以

“一本三基四梁八柱”战略框
架为指引，大力发展数字经
济，加快“智慧海南”建设。
第一是做好国际通信的“高
带宽”，第二是建设“高开放”
的数字产业园，第三是建设

“高智能”的传统产业数字
化，将海南打造成全球自贸
港智慧标杆。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副书记、厅长尹丽波：

将海南打造成全球自贸港智慧标杆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持
续推动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
我们正在努力地实现“儋州因
洋浦而更加开放，洋浦因儋州
而更有深度”。省第八次党代
会报告中，再次作出了“加快
推动儋洋经济圈发展，创建自
由贸易港港产城融合发展先
行区、示范区”的战略部署。我
们感到责任在肩，使命光荣，下
一步将在持续扩大高水平压
力测试以及现代产业体系建
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方面持续
用力、久久为功，有所作为。

儋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兼洋浦经济开发区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邹广：

感到责任在肩，使命光荣
党代会报告对建设国际

旅游消费中心、推动旅游文化
产业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
新的部署。我们旅游文化部
门要认真对标对表，切实抓好
贯彻落实，一是写好创建全域
旅游示范区的文章，二是写
好旅游文化深度融合的文
章，三是写好“旅游+”的文章，
做好旅游+消费、旅游+工业、
旅游+农业、旅游+会展、旅
游+体育、旅游+医疗、旅游+
康养等新业态，吸引更多的游
客到海南自贸港来“打卡”。

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党组副书记、厅长李辉卫：

写好旅游文化深度融合的文章

学习贯彻省第八次党代
会精神，省妇联将发挥服务
和引领的重要职能作用，继
续深化妇联组织改革，助力
巾帼建功、助力乡村振兴、助
力精神文明建设，积极发动
更多海内外高知优秀女性和
女性组织，投身到海南自贸
港建设当中来，共同把海南
自由贸易港打造成展示中国
风范的靓丽名片，同时也让
她们在参与自由贸易港建设
的过程中，有更多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省妇女联合会党组副书记、主席陈健娇：

继续深化妇联组织改革
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

来之不易，作为一名村党支部
书记，有义务也有责任让包括
脱贫群众在内的全村村民过
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我们将
通过加强村党组织建设、因地
制宜大力发展茶产业、健全防
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
等方式，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在
茶产业方面，我们要提升产业
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水平，
实现产品变商品，促进产业提
质增效，激发乡村振兴动能。

五指山市水满乡水满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发锦：

因地制宜大力发展茶产业

党代会报告提出“创建
全国最安全地区”目标任
务，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新
的更高要求。在更高水平
法治海南建设方面，一要重
立法，二要严执法，三要正
司法，四要强守法；在更高
水平平安海南建设方面，一
要着力维护政治安全和社
会稳定，二要着力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三要着力推进社
会治理，四要着力强化平安
建设的组织领导，压实各方
责任，形成整体合力。

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秘书长杨剑华：

重立法严执法正司法强守法
这次党代会对做好人才

工作进行了系统部署，三亚
将认真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一是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
市战略，全方位培养、引进、
用好人才，推动三亚成为自
贸港建设的人才集聚高地、
创新高地。二是深入实施
12个重大人才工程，统筹推
进10项重点人才政策集成
创新。三是持续打造一流的
人才发展环境，突出人才社
会地位，着力提升人才的满
意度和获得感。

三亚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邹家明：

推动三亚成为自贸港建设的人才集聚高地

（文配图按发言顺序排序 文字整理/本报记者 陈蔚林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封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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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
党代会报告有了非常清晰的
描述。从发改委的角度，我
们认为：第一，要全面、准确、
完整地贯彻新发展理念；第
二，要推动好高质量的“封关
运作”软硬设施的建设；第
三，要践行“一本三基四梁八
柱”战略框架，做好产业的现
代化升级；第四，要做好区域
统筹协调发展，做到“全省一
盘棋、全岛同城化”；第五，要
围绕生态立省不动摇，争做

“双碳”工作优等生。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顾刚：

争做“双碳”工作优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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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4月28日讯（记者陈蔚林）
4月28日上午，省第八次党代会“党代表
通道”集中采访活动（第三场）在海口举
行。10名党代表围绕党代会报告内容，结
合自身工作实际，接受媒体记者采访。

“高质量发展”是党代会报告中的热
词之一。在未来五年的自贸港建设中，我
省如何谋划高质量发展？代表们刚一登
台就接到了记者的提问。

“从发改委的角度，我们认为，第一，
要全面、准确、完整地贯彻新发展理念。”
省第八次党代会代表，省发改委主任顾刚
说，第二，要推动高质量的“封关运作”软
硬设施建设，将此作为自贸港能否如期实
现全岛封关运作的重要保障；第三，要全
面落实“一本三基四梁八柱”战略框架，做
好产业的现代化升级；第四，要做好区域
的统筹协调发展，让全岛群众都因此获
益；第五，要围绕生态立省不动摇，争做

“双碳”工作优等生。
接过“‘双碳’优等生”这一话题，省第

八次党代会代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
副书记、县长蒋莉萍表示，琼中将坚持在
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充分地做好
水、空气、土壤的文章，积极探索建立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积极践行“山海互动，
蓝绿共赢”协调发展理念，努力实现生态
与发展双赢。

党代会报告明确了要“加快建设‘智
慧海南’”，引发了省第八次党代会代表，
省工信厅厅长尹丽波的诸多思考。她表
示，将通过做好国际通信的“高带宽”、建
设“高开放”的数字产业园、建设“高智能”
的传统产业数字化等方式，将海南打造成
全球自贸港智慧标杆。

洋浦经济开发区是海南自由贸易港
先行区、示范区，省第八次党代会代表，儋
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兼洋浦经济开发区
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邹广在代表通道
上着重介绍了洋浦加快推动儋洋经济圈
发展的做法和成绩，表示将在持续扩大高
水平压力测试以及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和
区域协调发展方面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有所作为。

“请到天涯海角来，这里四季春常
在……”省第八次党代会代表，省旅文厅
厅长李辉卫用歌声发出邀请，表示海南
将写好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的文章，写
好旅游文化深度融合的文章，写好“旅
游+”的文章，吸引更多的游客到自贸港

“打卡”。
妇女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伟大力量。

省第八次党代会代表，省妇联主席陈健娇
表示，省妇联将发挥服务和引领的重要职
能作用，继续深化妇联组织改革，助力巾
帼建功、助力乡村振兴、助力精神文明建
设，为促进海南高质量发展发挥“半边天”
作用。

省第八次党代会代表，五指山市水满
乡水满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发锦
也谈到了乡村振兴。他表示，水满村将通
过加强村党组织建设、因地制宜大力发展
茶产业、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
制等方式，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下，政法工
作的领域更广、层次更深、目标更实、标
准更高。省第八次党代会代表，省委政
法委副书记、秘书长杨剑华表示，党代会
报告提出“创建全国最安全地区”的目标
任务，契合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实
际，凸显了自贸港建设的迫切需要，政法
系统将加快推进更高水平的法治海南和
平安海南建设，确保自贸港建设行稳致
远。

省第八次党代会代表，三亚市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邹家明参与并见证了海南
自贸港建设从逐步探索到加快探索，从稳
步推进到加速推进的发展历程。他表示，
三亚将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大的力度，
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市战略，切实把人
才工作抓实抓好，让四方之才向三亚涌流
集聚。

三亚近期发生的疫情也受到了在场
记者的关注。省第八次党代会代表、三
亚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王彬表
示，通过党员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三亚
不断提升疫情防控整体能力，快速实现
了社会面“清零”，有效遏制疫情传播和
扩散，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他认为，在疫
情防控工作中，共产党员更要坚定理想
信念，带头强化政治担当，带头发挥表率
作用，坚决贯彻落实省委和市委决策部
署，积极响应党组织号召，充分彰显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