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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四届人大四次会
议第二次全体会议!月!"日

下午在海口召开# 会议接受
吴昌元$ 王法仁辞去海南省
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副主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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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政协海南省
五届十六次常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第二次全体会议在省政协常委会会议
厅举行# 会议同意接受钟文同志辞去
政协海南省第五届委员会主席职务的
请求% 同意接受张力夫同志辞去政协
海南省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委
员资格的请求% 报政协海南省五届四

次会议备案#

省政协主席钟文% 副主席张海国$

邱德群$张力夫$赵莉莎$王路$史贻云$

陈莉$王宇田%秘书长李应济出席会议#

张海国主持会议#

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楼阳生应邀出
席会议#

上午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应到
%&人%实际到会%'人%下午召开的第二

次全体会议会议应到%&人% 实际到会
%(人%符合规定人数# 省委常委$组织
部长楼阳生就有关人事事项作了说
明% 省委统战部有关负责人就政协海
南省五届四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和
总监票人$ 监票人建议人选名单 !草
案"作了说明#

会议审议通过了人事名单!草案"%

审议通过了 &致全体海南省政协委员

信'!草案"%审议通过了政协海南省五届
四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和总监票人$

监票人建议人选名单!草案"%审议通过
了政协海南省五届四次会议政治决议
!草案"%审议通过了政协海南省五届四
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草案"%审议通过了省政协提案委员会
关于政协海南省五届四次会议提案审查
情况的报告!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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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协海南省
五届二十九次主席
会议%!"日上午在
省政协主席会议室
召开#

省政协主席钟
文%副主席张海国$

邱德群$张力夫$赵
莉莎$ 王路$ 史贻
云$陈莉$王宇田%

秘书长李应济出席
会议# 张海国主持
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
了人事名单 !草
案"% 审议通过了
&致全体海南省政
协委员信'!草案"%

审议通过了政协海
南省五届四次会议
选举办法!草案"和
总监票人$ 监票人
建议人选名单 !草
案"%审议通过了政
协海南省五届四次
会议政治决议 !草
案"%审议通过了政
协海南省五届四次
会议关于常务委员
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草案"% 审议通过
了省政协提案委员
会关于政协海南省
五届四次会议提案
审查情况的报告
!草案"#

会议决定将以
上文件!草案"提交
政协海南省五届十
六次常委会议审
议# 政协海南省五
届四次会议副秘书
长和会议秘书处有
关小组负责人列席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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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日下午，省四届
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
席吴昌元在第二次全体大会
上作工作报告时表示，2011
年，省人大常委会将加快构
建促进和保障海南国际旅游
岛建设发展的法规体系，加
快制定一批海南国际旅游岛
建设发展急需的法规，及时
制定、修改地方性法规和作
出相关决议，不断完善立法
工作机制，为全省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法制支撑和保障。
吴昌元说% 今年将继续

有重点地推进一批重要法规
的立法% 如加强规范旅游市
场的立法% 制定酒店管理规
定$旅游车管理规定$餐饮业
管理规定% 修订文化市场管
理条例( 加快促进特色产业
发展的立法% 制定农业专业
合作社条例$电力保护条例$

电信设施建设与保护条例$

无线电管理条例$ 邮政管理
条例%修订土地管理条例(推
进生态建设和投资环境建设
立法%制定生态补偿条例$海

岸带开发利用与保护条例$

城市市容与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实施防洪法办法#

此外% 还将加强改善民
生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立法#

制定劳动监察条例$ 财政资
金监督管理条例$ 地方志工
作规定% 修订我省医疗$失
业$工伤$生育保险条例%修
订律师执业条例#

吴昌元表示%!$))年省
人大常委会将对财政预算中
实施民生规划等问题开展专
题询问( 将原来在同一次常
委会上审查和批准决算$听
取审议当年上半年预算执行
情况的报告%改为在&月份审
查和批准决算$在*月份听取
审议今年上半年计划$ 预算
执行情况的报告#

据介绍%去年以来%省四
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提出的
)+件议案已经办理完毕%全
部答复了提出议案的代表和
代表团#代表提出的!",件建
议% 所提问题已经解决或基
本解决的有*$件% 占"-.'/(

正在解决或列入计划逐步解
决的有((%件%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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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卫留成参加儋州代表团审
议时希望儋州正确分析和判断自身的
优势和不足%认清自己在海南特别是在
西部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乘着国际旅游
岛建设的大好形势%抓住海南)十二五*

发展的大好机遇%找准突破口%奋发图
强%奋起直追%加快发展%真正建设成为

海南西部中心城市#

在认真听取代表们的发言后% 卫留
成说%省委把儋州确立为西部地区中心
城市%这是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特
别是西部地区的发展需要中心城市来带
动$来辐射# 而且儋州在区位条件$基础
设施等方面汇集了很多优势%具备加快
发展的基础条件# 他希望儋州市委$市
政府和各级领导%要树雄心$有信心%要

奋发图强$奋起直追%在)十二五*期间加
快各方面的发展% 真正让西部中心城市
的地位实至名归#

卫留成强调% 要找准儋州发展的突
破口#他说洋浦就是个突破口#多年来%

儋州依托洋浦$服务洋浦%为洋浦和全省
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 他希望儋
州在服务洋浦的同时% 要认真思考和研
究如何依托洋浦来发展% 怎样让洋浦的

发展惠及儋州# 卫留成建议儋州在洋浦
附近建设工业园区%承接洋浦石化$浆纸
等大项目的下游产业% 发展洋浦工业项
目的下游产业链# 同时要继续深化园区
管理体制改革% 推动儋州和洋浦进一步
融合#

卫留成还建议儋州在加强乡镇政权
建设方面进行探讨和研究% 进一步调动
基层组织的工作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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