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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12 月 27 日电 12 月 27
日，省委书记沈晓明到省人民来访接
待中心接待来访群众，协调解决信访
事项，并专题研究保障农民工工资支
付工作。

沈晓明接待了反映拖欠工资问题
的农民工代表，认真听取诉求，协调
解决相关问题，要求施工单位和业主
单位认真履行法律责任和合同义务，
不得以任何理由拖欠农民工工资。

施工单位和业主单位现场承诺将在
会后三天内把拖欠的农民工工资发
放到位。

沈晓明强调，岁末年初是农民工
劳动报酬结算高峰期、劳动争议易发
期。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践行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认识到
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是民生问题、政
治问题，把治欠保支作为重大政治任
务，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环节协同

发力，切实维护社会稳定。事前要完
善制度，不断健全农民工工资保证
金、信用体系等制度，加强劳动监察
执法，维护好农民工合法权益。事中
要严肃处理，开展农民工欠薪专项治
理，发现一起严肃处理一起。事后要
广泛宣传，引导农民工依法合理反映
诉求，引导相关企业及时足额支付农
民工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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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晓明在省人民来访接待中心接访时强调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确保农民工工资及时足额支付

本报讯（记 者 刘 少 珠）12 月 27
日，中国共产党三亚市第八次代表大
会在市委党校隆重开幕。

大会的主题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
续深入学习贯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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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以及中央12号文件、8号文件精神，
牢记嘱托、勇担使命，深入贯彻新发展
理念、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全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为三亚在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中打造新标杆而不懈奋斗。

本次大会执行主席、大会主席团常
务委员会委员周红波、包洪文、刘耿、
王利生、尚林、王东、陈祥军、吴海峰、

兰江峰、盛勇军、邹家明、潘国华、周春
华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大会主持人包洪文宣布，本次大会
应出席代表 301 人，实到 297 人，符合
规定人数。上午8时，中国共产党三亚
市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幕，全体起立，雄
壮的国歌声响彻会场。

周红波代表中国共产党三亚市第
七届委员会向大会作题为《牢记嘱托
勇担使命 奋力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新标杆》的报告。报告分 4个部分：
五年砥砺奋进，筑牢打造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新标杆的坚实基础；牢记领
袖嘱托，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新标杆的奋斗目标；聚焦高质量发

展，推进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新
标杆的重点任务；加强党的领导，为打
造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新标杆提供坚
强政治保证。

周红波回顾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
作。他说，七届市委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认
真学习贯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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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中央12号文件、8号文件精神，全面
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决定要
求，蹄疾步稳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政
策落地，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统筹推
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十三五”圆满收官、“十四五”良好开
局，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蓬勃展开作出了
三亚贡献。过去五年，自由贸易港建
设展现新气象；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创
新局面；城市形象品质得到新提升；城
乡融合发展迈出新步伐；人民生活质
量跃上新台阶；党的建设取得新成效。

周红波分析了当前三亚面临的国
内外形势和战略机遇，指出三亚迎来
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遇期，提出今
后五年三亚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奋
斗目标。

三亚今后五年工作的指导思想是：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持续深入学习
贯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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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中央
12 号文件、8 号文件精神，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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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
安全，蹄疾步稳落实自由贸易港各项

政策措施，积极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
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快
建设现代化热带滨海城市，着力打造
开放三亚、创新三亚、绿色三亚、诚信
三亚、幸福三亚、清廉三亚，奋力打造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新标杆，成为展
示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生态宜居、人
民幸福的美好新海南的示范样板，成
为展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独特优
势、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城市范例。

三亚今后五年的主要奋斗目标是：
打造改革开放发展标杆；打造国际旅
游消费标杆；打造南繁深海科创标杆；
打造生态文明标杆；打造社会治理标
杆；打造民生幸福标杆。 下转4版▶

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奋力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新标杆

中国共产党三亚市第八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
周红波作报告包洪文主持

大会主题：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
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以及中央12号文件、8号文件精神，牢记嘱托、勇担使命，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全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为三亚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中打造新标杆而不懈奋斗

12 月 27 日上午，周红波同志代表中共三亚市第七届委员会
向大会作报告。 本报记者 袁永东 摄

12 月 27 日上午，中国共产党三亚市第八次代表大会在三亚市委党校隆重开幕。
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本报讯（记 者 刘 少 珠）12 月 27
日，周红波代表在市第八次党代会第
二代表团参加分组讨论，与代表们共
同讨论七届市委报告和七届市纪委工
作报告。

周红波在发言时说，过去五年，七
届市委团结带领全市人民抢抓机遇、
应对挑战，攻坚克难、迎难而上，实现
了“十三五”圆满收官、“十四五”良好
开局，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蓬勃展开作出
了三亚贡献、提供了三亚实践。七届
市委报告研判形势有深度、谋篇布局
有高度、部署工作有力度，符合中央精
神、契合三亚实际、顺应时代要求、回
应人民期盼。

周红波强调，目标已明确、蓝图已
绘就，关键在于狠抓落实。要坚持和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加强领导班子和
干部队伍建设，在干事创业中培养选

拔年轻干部，进一步营造风清气正的
良好政治生态，以求真务实、奋发有为
的工作作风，一件一件抓落实，一年接
着一年干，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各项重
点工作，切实把市第八次党代会描绘
的美好蓝图变成现实，在海南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
设中当好排头兵、打造新标杆。

吴海峰、邹家明参加第二代表团
分组讨论。

周红波参加市第八次党代会分组讨论时强调
一件一件抓落实 一年接着一年干
把党代会描绘的美好蓝图变成现实

本报讯（记者 刘少珠）12 月 27
日，中国共产党三亚市第八次代表大
会第二次全体代表会议在市委党校
举行。

本次大会执行主席、大会主席团
常务委员会委员周红波、包洪文、刘

耿、王利生、尚林、王东、陈祥军、吴海
峰、兰江峰、盛勇军、邹家明、潘国华、
周春华在主席团前排就座。尚林主
持会议。

会议应到代表 301 人，实到会代
表298人，符合规定人数。

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三
亚市第八次代表大会选举办法》。

大会表决通过了总监票人、副总
监票人、监票人名单。

大会宣读了总计票人、副总计票
人名单。

市第八次党代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通过大会选举办法及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

市第八次党代会主席团
举行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会议

周红波主持
本报讯（记者 刘佳）12 月 27 日

上午，中国共产党三亚市第八次代表
大会主席团在市委党校会议中心三亚
厅举行第二、第三次会议。两次会议
均由周红波同志主持。

主席团第二次会议听取了第八届
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市纪委委员人
事安排的说明；通过了提交各代表团
酝酿的第八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

市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
单；通过了提交各代表团讨论的大会
选举办法（草案）。会议还布置推选了
分团预选和大会选举监票人。

主席团第三次会议听取关于代表
审议七届市委报告和七届市纪委工作
报告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代表讨论
大会选举办法、酝酿第八届市委委
员、候补委员和市纪委委员候选人预

备人选建议名单情况的汇报；通过第
八届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候选人预
选名单；通过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
监票人建议名单（草案）。

又讯（记者 刘佳）12 月 27 日下
午，中国共产党三亚市第八次代表大
会主席团在市委党校会议中心三亚厅
举行第四、第五次会议。两次会议均
由周红波同志主持。 下转4版▶

牢记嘱托 勇担使命 奋力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新标杆
——周红波在中国共产党三亚市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摘要

包洪文参加市第八次党代会分组讨论
努力把奋斗目标转化为现实路径 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新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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