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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社会建设委员会
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

（2023年1月13日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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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

（2023年1月13日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主任委员：吕 勇
副主任委员：张震华 麦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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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振闽 周承志 胡亚玲（女） 高瑞峰 谢雄峰

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财政经济委员会
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

（2023年1月13日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本报海口 1月 13日讯（记者袁
宇）1月13日，海南省七届人大一次
会议开幕后，与会的省人大代表开始
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各代表团代表一致认为，过去五
年，极为特殊、极具考验、极富成效。
政府工作报告实事求是地回顾和总结
了过去五年来我省经济发展和社会各
项事业取得的成绩，并详细阐述了今
后五年政府工作的目标和任务，是一
份客观全面务实，紧密结合海南自贸
港建设实际的报告。

代表们普遍认为，今后五年横跨
全岛封关运作前后，是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关键期，也是海南高质量发展
窗口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自贸港封
关运作的关键之年。

海口、三亚等代表团代表认为，政
府工作报告通篇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
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是求真
务实、凝心聚力、催人奋进的好报告，
为做好未来五年工作指明了方向。大
家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
安排部署上来，按照政府工作报告制
定的目标和举措，结合工作实际，抓好
贯彻落实。

琼海、文昌等代表团代表认为，报
告符合中央大政方针，反映全省人民
意愿，也符合海南自贸港建设实际。
过去五年，海南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省
委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推动海南自贸港建设进入不可逆
转的发展轨道，交出一份靓丽的成绩
单，这充分证明省政府决策部署和措
施的科学有效有力。

对于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2023
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代表
们认为，这一目标是对今年工作深思
熟虑、科学分析后作出的判断和安排，
符合实际，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和可操
作性。

分组审议中，各代表团代表们还
围绕各自关注的重点话题与政府工作
报告中的热点内容深入审议，如加快
推进自贸港建设、优化营商环境、推动
乡村振兴、封关运作准备工作等开展
讨论，并就如何解决问题、改进工作提
出意见建议。

代表们一致表示，新的蓝图已经
绘就，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坚
强领导下，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加快
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

海南省人大代表分组审议
政府工作报告

本报海口1月 13日讯（记者刘操）
1 月13日上午，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分
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李荣灿代表参加了
定安代表团的审议。

在审议中，各位代表踊跃发言，围绕
政府工作报告展开热烈讨论。大家认为，
政府工作报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回顾和
总结了过去五年，特别是2022年我省经

济发展和社会各项事业取得的成绩和经
验，对海南未来五年和2023年重点工作
作出扎实精准安排部署，是一份求真务
实、凝心聚力的好报告。

李荣灿在审议中表示，政府工作报
告站位高远、定位精准、求真务实、操作
性强，对海南实现高质量发展，蹄疾步稳
推进自贸港建设，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
指导性，是一份高质量的好报告，自己完

全赞成。
李荣灿指出，省政协要按照政府工

作报告的要求，履行好政治协商、民主
监督、参政议政职能，落实好各项任务，
以政协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助力海南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建设。要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
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
力，着力提高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

表达、广泛凝聚共识水平。要充分调动
广大政协委员积极性，发挥政协人才荟
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优势，着力在凝聚
共识和建言资政上双向发力，做到建言
建在需要上、议政议在点子上、监督监
在关键处。省政协将积极作为，通过各
种方式助力定安抓好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招商引资
等工作。

李荣灿参加定安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以政协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本报海口 1月 13日讯（记者刘
操）1月13日下午，出席省政协八届
一次会议的政协委员在驻地分组讨论
了政府工作报告。

省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
主席李荣灿、肖莺子、李国梁、陈马林、
蒙晓灵、侯茂丰、袁光平、骆清铭、刘艳
玲参加讨论。

省政协委员分10个小组进行讨
论。委员们结合自身工作实际，踊跃
发言，各抒己见，气氛热烈。大家纷
纷表示，政府工作报告全面客观、求
真务实，过去五年的成绩令人鼓舞，
今后五年奋斗目标令人振奋。要围
绕政府工作报告所提出的发展目标，
充分履行委员职责，建睿智之言，献
务实之策。

李荣灿在第3组（民盟、社会科
学、文化艺术、体育）、第10组（少数民
族、宗教、特邀）、第9组（无党派、共青

团和青联、总工会、妇联、特邀）讨论时
指出，省政府工作报告主题鲜明、思路
清晰、措施具体，对今后五年的工作具
有很强的指导性，是一份站位高远的
好报告，一份定位精准的好报告，一份
求真务实的好报告，一份可操作性强
的好报告。全体政协委员要认真学习
好报告精神，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
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要珍惜参会机
会，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和良好的精神
状态认真参加审议和讨论，围绕中心
工作集思广益、建言献策，集中精力开
好会议。要严肃会风会纪，自觉维护
政协委员良好形象，忠诚履行政协委
员职责，切实完成好大会的选举任务，
确保会议圆满成功。

会上，委员们还围绕优化营商环
境、教育均衡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助推少数民族事业发展等方面，提
出了建设性意见建议。

省政协委员分组讨论
政府工作报告

李荣灿参加

海南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隆重开幕
◀上接A01版

在回顾本届政府工作时，冯飞说，过去
五年，极为特殊、极具考验、极富成效。我
们无比珍惜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海
南的历史机遇，紧扣“三区一中心”目标定
位，实施一系列开创性举措，取得一系列标
志性成果，促成一系列转折性变化。这五
年，自贸港建设开局起步，海南站在全国改
革开放的最前沿。这五年，新发展理念落
地生根，经济转型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
效。这五年，空间布局优化调整，区域协
调发展打开新局面。这五年，生态优先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生态文明建设纵深推
进。这五年，基本公共服务全方位提升，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五
年来，我们始终强化政治引领，忠诚捍卫

“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党
的全面领导贯穿政府工作各方面全过程。

冯飞在报告中指出，今后五年横跨全
岛封关运作前后，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关键期，也是海南高质量发展窗口期。政
府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二十大和省第八次党代会精神，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紧抓构建
新发展格局战略机遇，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
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
全面落实“一本三基四梁八柱”战略框架，
如期顺利实现封关运作，加快建设具有世
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让海南
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把海南
自由贸易港打造成展示中国风范的靓丽

名片，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走在全国前
列。今后五年要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
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加快构建开放
型生态型创新型产业体系，加快建设创新
型省份，加快建设“三极一带一区”，加快
乡村全面振兴，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加快
筑牢风险防控体系，加快补齐民生社会事
业短板，加快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

报告强调，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自贸港封关运作
的关键之年。要落实中央、省委经济工作会
议部署，锁定自贸港封关运作目标，充分开
展压力测试，大力推动制度集成创新，大力
提振市场信心，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突出做好稳
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不断提高人民群
众获得感，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进经
济运行进一步提质增效，掀起加快自贸港建
设的新高潮。更加注重“抢人才、抢招商、大
开放、大改革”，争创工作亮点，推动经济社
会稳步行驶在高质量发展快车道上。

报告明确今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
期目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9.5%左右，地
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5%左右，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12%左右，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增长10%左右，城镇和农村常
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9%左
右、9.5%左右，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
5.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3%
左右，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减排和碳
排放强度下降完成国家下达任务。

报告提出，今年要集中精力抓好九个方
面37项具体任务：一是确保经济提质加速，
要加力政策落实和运行调度，扩大有效投
资，拼抢招商引资，提振消费需求，优化营商

环境。二是促进自贸港“大开放、大改革”，
要加快封关运作软硬件建设，充分实施压力
测试，深化制度集成创新，融入国际高标准
自由贸易区网络。三是打赢科技创新三年
翻身仗，要建设高能级科创平台，支持企业
创新发展，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攻坚，实现人
才引育大突破。四是实现产业发展上台阶，
要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提档升级现代服务
业，培育海洋特色产业，扩展数字经济规模，
提升园区平台质量。五是提升区域协调发
展水平，要加快建设“三极一带一区”，强化
规划引领作用。六是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要加快产业兴农，推进乡村建设，促进农民
增收。七是生态文明建设继续领跑全国，要
接续推进标志性工程，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创新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探索推进“双碳”工
作。八是守牢风险防控底线，要守护好人民
群众健康安全，提升风险防控能力水平，实现
安全生产“减量控大”，完善社会治理体系。
九是打造更多贴心可感的民生成果，要深入
推进就业质量提升行动，着力稳物价，促进
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深化健康海南建设，
大力发展文体事业，提升社会保障水平。

冯飞强调，奋进新征程，担当新使命，
政府自身建设要有新跃升，要打造有为政
府、效能政府、服务政府、法治政府、廉洁
政府。乘时代大势攀高，走人间正道致
远。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坚强领
导下，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加快建设具有
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奋力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根据会议议程，大会审查关于海南省
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
况与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

案的报告，审查关于海南省2022年预算
执行情况和2023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海南省第七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海南省第七届人
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设立及其主任委
员、副主任委员、委员人选的表决办法》；合
并表决并通过《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
名单》《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
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
单》《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
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

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李荣灿、罗保
铭、刘赐贵、于迅、沈丹阳、周红波、罗增
斌、王斌、苗延红、巴特尔、王培杰、何清
凤、张学军、胡光辉、肖杰、康耀红、陆志
远、关进平、王路、谢京、陈怀宇、蔡朝晖、
张毅、肖莺子、李国梁、史贻云、吴岩峻、陈
马林、蒙晓灵、侯茂丰、刘登山、陈亚丁、周
建明、许俊、戴军等同志，住琼十三届全国
政协常委连介德、林安。

肖若海、路志强特邀列席大会。
出席省政协八届一次会议的委员和

列席人员，部分住琼十三届全国人大代
表，省委各部门负责人，省六届人大常委
会组成人员，省六届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
成人员，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负责
人、委员及综合办事机构负责人，省政府组
成人员，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政府直属机
构主要负责人，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主要
负责人，海口、三亚市辖区党委、人大常委
会、政府主要负责人，各市、县、自治县监察
委、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人，省监察委、
省高院、省检察院有关负责人，海南自由
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省一中院、二中院、
省检察院第一分院、第二分院主要负责
人，部分省属企事业单位、省群众团体、驻
琼中央直属或双重管理单位、中央驻琼媒
体和省主要媒体主要负责人等列席会议。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记者况昌勋 特
约记者王江顺）1月13日，省委书记沈晓
明、省长冯飞、省政协党组书记李荣灿一行
看望慰问参加省两会报道的新闻工作者。

沈晓明一行来到位于海南广场的媒
体工作区、演播室、“代表委员通道”，了解

省两会新闻报道策划实施情况，并与大家
亲切交流。

沈晓明对新闻工作者的辛勤付出表
示感谢。他指出，今年的省两会是在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召
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既要审议好报

告，安排部署未来五年的工作，也要进行
换届选举，选出好班子。开好省两会，既
离不开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履职尽责，
也离不开新闻工作者的宣传报道。希望
大家尽心尽责、精益求精、客观全面报道
大会盛况，充分展示代表委员参政议政、

建言资政的良好精神面貌，深入报道海南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效和发生的
深刻变化，广泛凝聚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
南篇章的强大精神力量。

省领导王斌、巴特尔、李军参加看望
慰问。

沈晓明看望报道省两会的新闻工作者
冯飞李荣灿参加

1月13日，参加海南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的代表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图为海口
团代表汤成慧发言。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1月13日，海南省政协八届一次会议进行分组讨论，各位委员围绕政府工作报告
开展热烈讨论。图为省政协委员卢伟英发言。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1月13日，海南省政协八届一次会议进行分组讨论，各位委员围绕政府工作报告
开展热烈讨论。图为省政协委员叶光亮发言。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1月13日，参加海南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的代表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图为琼中
团代表陈朝芳发言。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