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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 1月 20日讯（记者
孙学新）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
会议今天在海口召开。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增加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三次会议建议议程等相关决定，
补选刘赐贵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
表。

本次会议为期1天，共有3次全
体会议，本次会议应到常委会组成人
员61人，实到55人，符合法定人
数。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罗

保铭、副主任符跃兰、毕志强、张力
夫、康耀红、陈海波、贾东军，秘书
长陈国舜出席会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海南省第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
议补选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办法》和《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总监票
人、监票人名单》，投票补选第十二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按照选举法和本次会议补选办法
的规定，会议宣布刘赐贵同志当选为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依
照有关法律规定，省人大常委会选举
任免联络工作室按法定程序将选举结
果报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
员会进行代表资格审查后，由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定并予公
告。

会议表决通过《海南省第五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
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
告》；审议通过《海南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增加海南省第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建议议程的
决定》；审议通过《海南省第五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
长名单（草案）》，提交省五届人大
三次会议预备会议选举；审议通过
《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
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
委员名单（草案）》，提交省五届人
大三次会议预备会议表决；审议通过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
作报告（稿）》，提交省五届人大三
次会议审议。

会议表决决定任命陈健春为海南
省国土资源厅厅长。

会上，罗保铭为陈健春同志颁发
任命书。

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陆俊华、省高
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刘诚、省人民检察
院副检察长彭忠学，省人大法制委员
会和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省人大常
委会各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负责同
志，部分省人大代表，各市、县、自
治县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以及有关
部门的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南国都市报1月20日讯（记
者 孙学新）海南省五届人大三次
会议将于2月9日至13日在海口
召开，政协海南省六届三次会议
将于 2 月 8 日至 12 日在海口召
开。作为海南人民政治生活中的
一件大事，你最希望通过人大代
表和政协委员为你传达怎样的心
声？为让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更
多地了解社情民意，也为及时将
普通百姓关心的热点难点民生问
题传递到两会，南国都市报再次
开 通 “ 民 意 直 通 车 ” 热 线
966123，接受广大读者建言。

广大读者、网友还可以在新
浪、腾讯微博点击“@南国都市
报”，以及关注南国都市报微信
公众号（扫描南国都市报官方微
信二维码即可关注），提交建言
和想法，本报将及时送交给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

南国都市报 1月 20日讯（记
者 孙学新）省人大代表、乐东县委
书记林北川等代表，在2014海南

“两会”上提交了《关于加快改建省
道S314的提议》，建议改善乐东交
通道路环境。对此，省交通厅深入
调查分析后，对中线高速公路线路
规划进行调整，增加了乐东连线。

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省
人大代表提出，乐东将构建“天涯
—毛公山—尖峰岭—龙沐湾—莺
歌海”旅游圈，要实现这个发展目
标最重要一环是改建省道S314。

该建议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
视，省交通运输厅专门进行研究和
深入调查分析，并作出回复：综合

分析乐东经济社会发展和区域交
通供需矛盾，省交通运输厅在考虑
优化路网结构布局、保护生态环
境、降低投资规模、带动地方经济
发展等因素的基础上，对我省中线
高速公路线路做了适当调整，由原
规划的“海口-屯昌-琼中-五指
山-三亚”调整为“海口-屯昌-琼

中-五指山-乐东-三亚”，将密切
乐东与三亚联系，有效满足乐东交
通需求，带动乐东经济社会发展。

同时，为进一步提升乐东境内
交通服务水平，省交通运输厅将根
据省道S314交通量情况和道路使
用情况，开展该道路改建工程的前
期工作，争取项目早日开工建设。

新华社北京 1月 20日电（吴
嘉林、王慧慧）博鳌亚洲论坛秘
书长周文重 20 日在北京宣布，
博鳌亚洲论坛 2015 年年会将于
3月 26日至 29日在海南博鳌召
开，主题为“亚洲新未来：迈向

命运共同体”。
周文重在博鳌亚洲论坛秘书

处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本
届年会共设置73场正式讨论，涉
及宏观经济、区域合作、产业转
型、技术创新、政治安全、社会民

生等领域。
据悉，年会还涵盖“一带一

路”、亚太自贸区、颠覆式创新、食
品安全、反腐败、雾霾等时下热点
话题。此外，本届年会首次开设了
农业、司法和宗教板块。

周文重表示，本届年会希望
通过与会代表的脑力激荡，推
动亚洲各国树立和发扬“求同
存异、休戚与共、开放包容、合
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命运共同
体意识。

南国都市报1月20日讯（记者
孙学新）上学早、放学晚、课外作业
多，学生如何休息？这一现象，在
2014海南“两会”上得到了政协委
员的关注，引起省教育厅重视，专门
重新制定中小学生作息时间，下发
通知保障学生休息权益。

省政协六届二次会议期间，省
政协委员刘洪宇提交了《关于加强
规范我省中小学生作息时间的建
议》提案，表示国家教育部多次强

调，中小学生需要保证的睡眠时间
为小学10小时，初中9小时，高中8
小时。刘洪宇调研发现，多数学校
到校以及上课时间由学校自行安
排，我省中小学生大部分都是早晨
6点半起床，直到下午5点钟左右到
家，写完作业差不多要到10点多，
睡眠时间勉强够8小时，有时候作
业多了，或者早上要值日，连8小时
睡眠时间都无法保证。

政协委员的关注，引起了教育

部门的重视。去年7月，省教育厅
对该提案进行答复，表示将重新制
定中小学生作息时间,并着手调研
论证。

2014年8月22日，省教育厅下
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全省义务教育
学校作息时间的通知》，对全省义务
教育学校课时安排、作息时间、课外
作业时间都进行了限时规定。其
中，走读制学生上午到校时间，夏秋
季小学不得早于7时40分，中学不

得早于7时20分；冬春季小学不得
早于 8 时，中学不得早于 7 时 40
分。寄宿制学校早读时间不超过
30分钟，晚自习时间小学不超过1
课时，中学不超过2课时。小学一
至二年级作业当堂完成，不留课外
作业；小学中、高年级只布置语文、
数学两科课外作业，作业总量中年
级每天不超过30分钟，高年级不超
过45分钟；初中布置作业总量每天
不超过1.5小时。

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闭会
罗保铭出席补选刘赐贵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今年“海南两会”将于2月8日至13日召开

拨热线加微信向代表和委员提建议
代表委员建议回访▼
省人大代表建议改建省道S314助力乐东发展
省交通厅：中线高速公路线路调整连接乐东

省政协委员提案建议规范中小学生作息时间
省教育厅：冬春季小学生到校时间不早于8点

博鳌亚洲论坛
3月26日至29日
举行2015年年会

本报开通
两会民意直通车

南国都市报 1月 20日讯（记者
孙学新）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刘赐贵今
天来到三亚考察调研，并主持召开南
部片区市县座谈会，征求对《政府工作
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

上午，在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
张琦，三亚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吴岩峻
陪同下，刘赐贵首先来到国家杂交水
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海南基地，看望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了解南
繁育种基地建设发展情况。他表示，
南繁育种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性日益
凸显，要全力支持，做好服务保障。支
持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将
海棠湾育种基地建设好，进一步推动

科研与旅游的深度融合，使之成为新
的科研与旅游胜地。

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荟萃300多
个国际知名品牌，每天客流量超1.5
万人次，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体免
税店。刘赐贵来到中心考察，听到正
在选购免税品游客反映“品类很丰富，
可惜额度有点少，不够用”，他嘱咐有
关部门及中心管理人员，要加强宣传
营销，提升服务质量，认真总结经验，
真正把国家赋予的离岛免税优惠政策
用足用好，努力提升游客的免税购物
空间，还要进一步加强与国家有关部
委的沟通汇报，继续争取政策支持。

在红沙隧道工地，刘赐贵详细了

解施工情况，要求有关部门和施工单
位贯彻“生态立省”的要求，在基础设
施建设中把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他说，红沙隧道的建设，对缓解大东海
片区交通压力有很大作用，一定要建
好、用好、管好。刘赐贵强调，城市建
设管理是一门值得深入研究的科学，
政府职能部门要以民为本，抓好城市
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要切实转变
作风，改变“离不开办公桌、走不出办
公室”习惯，深入街道、市场去办公。
要勇于担当，敢于负责，勤奋敬业，从
点滴做起，建好城市绿化、美化、彩化、
亮化等工程，建设无愧于国际旅游岛
美誉的文明城市。

在早晨开往三亚的高铁动车上，
刘赐贵利用两个小时的行程时间现场
办公，召集省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研
究修改完善《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
稿）》。下午，他在三亚主持召开座谈
会，认真听取了三亚、万宁、乐东、陵
水、保亭等市县负责人和基层省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对报告和政府工作的
意见建议。

刘赐贵表示，大家的意见建议主
要集中在以下方面：坚持“全省一盘
棋、一地一特色”，突出重点，做好整
体规划和顶层设计，有序、规范地推
进国际旅游岛建设；切实转变政府职
能，加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的工作

力度，持续深入改进作风，深入整治
“庸懒散奢贪”，为发展营造良好环
境；加强互联互通，加快推进“田”字
型高速路网建设，提升全省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水平。此外还围绕发展海
洋经济,加强城市和村镇管理,加强
教育、卫生、扶贫工作等等提出了许
多建议。这些意见凝聚了人民群众
的智慧，指出了政府工作的努力方
向，要很好地吸纳到政府工作报告中
去，使人民群众的意愿成为做好政府
工作的强大动力。

省长助理陆志远、省政府秘书长
胡光辉参加活动。

刘赐贵在三亚考察调研时指出,以民为本,敢于担当——

建设无愧于国际旅游岛美誉的文明城市

2015海南两会·前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