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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省委统一安排，省换届
风气第二巡回督查组已进驻，
对换届工作进行督查督导。严
肃换届纪律是做一名党代表的
基本要求，也是换届工作有序
健康平稳进行的重要保障。换
届选举过程中，各位党代表要
正确行使权力，认真履行职责，
严格遵守“十严禁”纪律要求，
坚决抵制不正之风，共同营造
风清气正换届环境。欢迎广大
干部群众向督查组反映有关换
届风气监督工作情况以及违反
换届纪律的问题。

如您发现违反换届纪律问
题，请通过以下方式举报：

①举报电话：（0898）12388；
（0898）12380

②举报短信：15338992380
③驻会人员及联系方式：
杨翠霞 13976923613
王智博 18508921524
④举报网站：
http://hainan.12388.gov.cn/

sanyashi/
http://12380.hainan.gov.cn/

sanya
⑤信访举报：
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河东

路 148 号 2 楼 市 纪 委 监 委 信 访
室；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榆亚
路 1 号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
邮编：572000。

省换届
风气监督
工作要求

◀上接1版
周红波强调，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新标杆，要在“全省一盘棋、全岛同城化”大
格局下，聚焦“一中心、一城、一区、三重
点”，以创新能力提升、产业培优提升、民生
建设提升“三大工程”和城市规划建设管理
提升、美丽乡村建设管理提升、制度建设执
行创新“三个行动”为抓手，把三亚打造成
为开放创新新高地、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一要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争当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排头兵”。抓紧推动政策落
实，加大招商引智力度，深化重点领域改

革，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强化区域合作联
动。二要坚持创新引领、多驱并进，锻造经
济高质量发展“强引擎”。加快建设国际旅
游消费中心核心区，加快打造自贸港现代
服务业集聚区，加快跻身国家战略高新技
术前沿区，加快创建热带特色现代农业示
范区。三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当好
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优等生”。健全生态文
明制度体系，深入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加强
全域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
展。四要坚持城乡协调、建管并重，打造共
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样板区”。加强城市

规划建设管理，打造乡村振兴“三亚样板”，
创新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着力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五要坚持人民至上、为民造福，争
做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先行者”。建设
高质量教育体系，推进健康三亚建设，繁荣
文体事业产业，提升社会保障水平。

就加强党的领导，周红波强调，要持续
加强政治建设，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持
续加强思想建设，涵养强大精神力量；持续
加强组织建设，筑牢坚强战斗堡垒；持续加
强队伍建设，提升干部人才质量；持续正风
肃纪反腐，着力打造“清廉三亚”；持续加

强党的领导，凝聚团结奋进合力。
周红波号召大家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在省委坚强领导下，牢记嘱托、勇担使
命，埋头苦干、勇毅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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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优异成绩迎接党
的二十大和省第八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中国共产党三亚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
员会向大会作了书面工作报告，大会还书
面报告了全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

列席当天大会的有：尚未办理退休的
市领导；不是代表的市级党员领导干部；已
退休厅级或享受厅级待遇的党员干部代
表；不是代表的七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
市纪委委员；不是代表的市直属单位和下
一级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不是代表的中
央、省驻三亚正处级以上单位党员主要领
导干部；不是代表的驻市央企党员领导；不
是代表的驻市重点科研机构党员领导；没
有代表的驻三亚解放军、武警部队团以上
独立单位党员领导干部；民主党派主要负
责人和有一定影响力的无党派代表人士。

中国共产党三亚市第八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

◀上接1版
主席团第四次会议听取总监票人关

于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预选结果的汇
报；通过第八届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候
选人名单；通过第八届市委候补委员预
选候选人名单；通过提交各代表团讨论
的关于七届市委报告的决议（草案）；通
过提交各代表团讨论的关于七届市纪委
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

主席团第五次会议听取关于第八届
市委候补委员预选情况的汇报；通过第
八届市委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

市第八次党代会主席团
举行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会议

◀上接1版
沈晓明要求，要提高思想认识，从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局、为民初心的高度、
优化营商环境的角度做好信访工作。要研
究把握规律，充分认识到信访工作表象在
访、实质在情，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
光荣感，用心用情做好信访工作。要加快
破解难题，列出清单，压实责任，强化督
办，结合“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
落实省领导接访和包案化解责任，研究解
决普遍性问题。要重视并收集好各类渠道
的群众意见建议，发挥好信访、12345热线
等平台的“晴雨表”作用，及时发现苗头性
问题并妥善解决，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信
访问题发生。

省领导孙大海、王路、冯忠华参加活
动。 （沈 伟）

这是五年一次的瞩目时刻：
百万鹿城儿女的目光集聚于此，
全市广大党员的信任与期盼汇
聚而来。12 月 27 日早上，出席
三亚市第八次党代会的代表陆
续抵达市委党校，静候大会开
幕。

市委党校会议中心大礼堂
内气氛庄重而热烈。会场的标
语反映大会主题———高举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伟大旗帜，牢记嘱托、勇担
使命，奋力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新标杆。关乎三亚未来五
年乃至更长一个时期发展的宏
伟蓝图正待展开，美好的憧憬激
荡在每个人心底。

8 时，大会开幕。全场起
立，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会场。在
热烈的掌声中，周红波同志代表
七届市委作题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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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刻，所有目光投向主席
台，共同聆听着过去五年收获的
喜悦，展望今后五年的奋斗目
标。历史的长河里，五年弹指一
挥间。但从35页的报告回望过
去五年的发展成果，展望未来的
五年发展前景，令人精神振奋、
信心满满。

这是五年一次的深情回望
——

回看走过的路，过去五年，
三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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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句真切的言语，是对三
亚改革发展历程的认真总结和
客观陈述；一组组翔实的数字，
见证了三亚发展成就和百姓的
幸福指数。

过去五年里，南海之滨吹响
改革开放新的号角，无数鹿城儿
女展现使命与担当。你看，博后
村的哎岬湖畔、那受村田野里的
翠绿青瓜、园区干部的招商线路
里，无不写满了忠诚与信仰。你
听，田间地头、大街小巷、学校
医院，诉说沧桑巨变，共享收获
喜悦。

来自育才生态区那受村的
苏永辉代表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他为三亚经济总量的明显增长
而骄傲，为日趋完善的交通路网
而振奋，为持续改善的民生而开
心，也从蒸蒸日上的美丽乡村建
设里看到了家乡振兴的希望。

这是五年一次的谋划新篇
——

报告指出，今后五年，我们
的奋斗目标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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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实现这一奋斗目标，我

们的努力方向是：打造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新标杆，要在“全省
一盘棋、全岛同城化”大格局
下，聚焦“一中心、一城、一区、
三重点”，以创新能力提升、产
业培优提升、民生建设提升“三
大工程”和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提
升、美丽乡村建设管理提升、制
度建设执行创新“三个行动”为
抓手，把三亚打造成为开放创新
新高地、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目标清晰明确，措施务实可
行，责任使命在肩，让实干与梦
想连接。会场上，充满了为改革
计、为发展谋、为民生言的新气
象，与会代表专注认真、仔细聆

听，并不时用笔圈出报告中精彩
的内容，未来三亚的美好图景在
心中愈发清晰。

开幕会议结束后，代表们仍
难掩激动，阔步走出会场，他们
意气风发、心潮澎湃。“如何实
现奋斗目标”成为他们谈论最多
的内容。

市第八次党代会代表、海棠
区委副书记甘良，关注的是报告
中“加快打造自贸港现代服务业
集聚区”。“报告为海棠区发展
指出了一条新路，充分挖掘资源
优势，做优做精医疗健康产业。
从这个思路出发，我们将发挥产
业助推优势，推动民生更大发

展。”这是他的决心。
市第八次党代会代表、崖州

区疾控中心负责人周少云，最关
注的是“推进健康三亚建设”。

“报告站位高，而且十分务实。
我将立足本职工作，按照报告要
求，努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推
动基层医疗体系建设完善，让崖
州人民足不出村就能看小病，足
不出区就能看大病，充分享受到
三亚发展带来的健康红利。”这
是他的信心。

五年艰苦奋斗，五年历程辉
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今后
五年，坚定决心、满怀信心的三
亚儿女，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

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
——市第八次党代会开幕侧记

本报记者 林林

本报讯（记 者 刘 佳）12 月
27 日下午，包洪文代表参加市
第八次党代会第六代表团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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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洪文在发言中高度评价
七届市委报告，认为报告政治站
位高、主题鲜明、体系完整、思
路清晰、号召力强，催人奋进。
报告客观展现了过去五年的成
果，凝聚了大家对未来五年的共

识，明确了发展定位，提出了务
实的目标和举措。报告既有高
度也有深度，既有温度也有热
度，既有气度也有力度，是一份
立足新时代、描绘新蓝图、打造
新标杆的好报告。

包洪文指出，我们要仔细研
读、认真学习报告，以市委的号
召为统领，围绕报告提出的目标
和方向持续发力，努力把奋斗目
标转化为现实路径，落地为具体
项目，细化明年的工作任务。相

信新一届市委将引领三亚的发
展从量变到质变，迎来化茧成蝶
的关键时期；一定能够带动全市
党员干部努力开拓新局面，共同
奋力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新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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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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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12 月 27 日
上午，在中国共产党
三 亚 市 第 八 次 代 表
大会上，参会党代表
在认真做笔记。

图②图③：12 月
27 日上午，在中国共
产 党 三 亚 市 第 八 次
代表大会开幕会上，
参 会 党 代 表 在 认 真
聆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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