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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新增或调整机构“一把手”到位

任命郑烈城为广州市人大常委会监察和司法工作委员会主任。

任命谢博能为广州市人大常委会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主任。

任命李沃生为广州市人大常委会监察和司法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任命岳练为广州市人大常委会监察和司法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任命唐忆春为广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华侨外事民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广州

市人大常委会华侨外事民族宗教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任命李运良为广州市人大常委会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任命桑晓龙为广州市人大常委会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10 日上午，广州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召开，表决通过一批人事

任免事项。 广州市机构改革中新增或调整机构的“一把手”全部到位。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

免去周建军的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职务。

任命陈杰为广州市人民政府秘书长。

任命曾进泽为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任命王桂林为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局长。

任命江智涛为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任命廖荣辉为广州市司法局局长。

任命彭高峰为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

任命杨柳为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任命王宏伟为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任命潘双明为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任命袁桂扬为广州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任命刘晨辉为广州市商务局局长。

任命刘瑜梅为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局长。

任命唐小平为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

任命杨承志为广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

任命黄彪为广州市应急管理局局长。

任命姚建明为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任命张雅洁为广州市医疗保障局局长。

任命邱亿通为广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

任命陶镇广为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局长。

任命孙湘为广州市信访局局长。

任命张文涛为广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局长。

任命陈洪先为广州市港务局局长。

任命王福军为广州市社会组织管理局局长。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免职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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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免职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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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

任命邓非非为广州海事法院审判员。

任命周田甜为广州海事法院审判员。

任命闫慧为广州海事法院审判员。

任命申晗为广州海事法院审判员。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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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广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昨

日， 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

通过了 《广州地区深化公立医院综合

改革行动方案》

（下称 《方案》）

。 记

者获悉， 《方案》 明确了下一步全面

深入推进广州地区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的目标和主要任务。

据悉， 《方案》 对下一阶段广州

地区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工作提出了明

确目标： 到 2020 年， 建立现代医院

管理制度， 建立布局合理、 规模适

当、 层级优化、 职责明晰、 功能完善

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全面建立基层

首诊、 双向转诊、 急慢分诊、 上下联

动的分级诊疗机制， 不断提高医疗卫

生服务水平， 确保改革成果惠及人民

群众。 全市公立医院门诊、 住院次均

费用年度增幅低于常住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幅， 区域医疗费用增长控制

在 10%以下； 基本医保政策范围内报

销比例稳定在 75%， 个人卫生支出占

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下降到 25%； 二级

以上公立医院和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全部参与医联体。

《方案》 还结合广州实际提出了

一些具体的细化落实措施。 其中， 在

加强医院党建方面， 提出全面实行党

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确保党的卫

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和政策部署在医院

落到实处。 在医联体建设方面， 提出

推进花都区医疗集团试点和从化区医

共体试点工作， 全面开展紧密型医联

体建设。 在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方

面， 提出建立实名制管理居民健康医

疗信息， 制定规范互联网诊疗行为的

管理办法， 加强网络和信息安全防护

体系建设， 推进南沙健康医疗大数据

中心和产业园区建设。

此外， 《方案》 明确了改革坚持

同城同策的原则， 即广州地区所有公

立医院， 包括广州辖区内国家部委、

军队、 武警、 省、 市、 区属以及各级

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等举办的公立医

院同步推进综合改革。

广州提出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目标，到2020年要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居民健康医疗信息将实名制管理

广州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主要任务

1

加快推进公立医院管理和运行机制改革，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2

全面落实政府责任，完善公立医院投入机制；

3

深化医保制度改革，建立高效运行的全民医疗保障机制；

4

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建立科学合理的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

5

实施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健全药品供应保障机制；

6

推进构建医疗卫生高地行动计划，建设高水平医疗服务体系；

7

加快推进医联体建设，建立分级诊疗机制；

8

推进广州地区“互联网

+

”医院建设，提升医疗卫生信息化水平；

9

推进卫生综合监督执法体制改革，健全公立医院综合监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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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奚慧颖 ）

昨

日，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广州市

工业用地使用权先租赁后出让和弹性

年期出让实施办法

（修订稿）

》，将出让

年期核定工作明确下放给各区， 并将

原先租赁后出让的租赁年期“与后续

出让年期总和不得超过 20 年”延长到

“最多为 50 年”，进一步保障工业用地

使用年限。

先租赁后出让是指将一定年限的

工业用地使用权出租给土地使用者使

用， 由使用者按年支付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租金，租赁期满符合条件的，可

以通过协议方式转为出让， 并缴纳土

地出让金。 弹性年期出让是指在法律

规定的最高出让年限以内， 根据产业

发展要求和意向用地单位经营情况合

理确定工业用地使用权出让年限。

截至目前， 全市已采取弹性出让

和先租后让方式供应工业用地 22 宗，

用地面积 67 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 160

万平方米， 为企业节约初始用地成本

合计约 5 亿元。 以 2018 年为例，全市

以弹性年期出让方式供应的 18 宗工

业用地， 成交地面均价 533 元/平方

米，远低于以 50 年年期出让的全市工

业用地成交地面均价 995 元/平方米，

大大降低了企业初始用地成本。

工业用地“弹性出让”

实施办法进行修订

������免去刘年夫的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免去凌耀波的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任命韦晓云为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审判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