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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通讯员 穗

财宣）

昨日，广州市财政局召开媒体见

面会透露，2018年政府新增债务247亿

元，债券资金执行率达100%。 今年拟在

举债空间范围内，争取加大发行地方政

府债券规模，加快推进国铁城际、水环

境治理、市政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 机

构改革是否影响今年预算经费执行？ 对

此，市财政局回应，将实现无缝衔接。

去年市本级财政预算执行率达98%

据介绍，2018年来源于广州地区的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合计6205亿元。 全市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32亿元，政府性基

金预算收入1403.8亿元， 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收入55.7亿元，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预算收入33.8亿元。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2423亿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399.7亿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39.3亿元，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预算支出

32.3亿元。

市财政局局长陈雄桥透露，2018年

市本级财政预算执行率达到98%， 达到

历年最高， 其中省的项目执行率达

100%。 这与预算编制科学精准、各部门

管理推进不无关系。

陈雄桥介绍，2018年广州新增地方

债务247亿元， 发债资金主要用于城市

建设、地铁、国铁城际、污染防治、教育、

治水等方面，其中国铁城际、治水占比

较大。 而债券资金的执行率更达到了百

分之百。

市财政局表示，今年广州积极的财

政政策将加力增效：一方面是充分考虑

中央更大规模减税降负政策实施因素，

合理预期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

长目标；另一方面，在广州市举债空间

范围内，争取加大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规

模，加快推进国铁城际、水环境治理、市

政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

预算经费与机构改革将无缝衔接

目前，广州已完成机构改革，会否

影响今年预算经费执行？ 陈雄桥透露，

编制预算时已按各单位当时的状况来

编，机构改革后将按“随人走、随事走”

的方式来划拨经费。“人的经费按人走，

项目的经费按事走， 事转到哪个部门，

其专项经费就划到哪个部门。 ”他表示，

预算经费不会有影响，可以无缝衔接。

广州拟加大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规模

机构改革后，预算经费与机构改革将实现无缝衔接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讯员

林丹贤）

1月9日上午，广州南沙国际邮

轮母港综合体航站楼主体正式封顶。 记

者了解到， 航站楼主体结构完成后，将

全面展开内部精装修、 外幕墙施工、水

电安装等工作， 预计今年6月30日竣工

验收，力争9月30日实现通航。

据悉，南沙国际邮轮母港综合体集

海景住宅、写字楼、商务平层、免税商

城、航站楼、邮轮码头等多元业态于一

体，总建筑面积约76万平方米。 项目分

两期建设，将逐步建成航站楼、航站楼

商业、海员俱乐部、海员之家、150米超

高航运中心等建筑。 邮轮母港总规划岸

线1.6公里，其中一期岸线总长770米，规

划建设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的航站楼及

1个10万总吨和1个22.5万总吨邮轮泊

位，年设计通过能力75万人次。 二期工

程将续建与一期工程规模相当的两个

邮轮泊位和一座航站楼，全部建成后将

成为亚洲规模最大的邮轮母港之一，可

停靠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邮轮。

此次封顶的航站楼应用多种高科

技、智能化、人性化设施，内部设有10条

X光机安检查验通道、20条自助通道和8

条人工通道。 此外还有8条入境卫检通

道和18条边境入境通道，同时配备红外

体温检查、边检等候大厅，在保证口岸

查验效率的基础上， 确保旅客体验安

全、舒适、便捷的候船和通关服务。

南沙邮轮母港有望国庆前通航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完善创业担保贷款政策

相信中国人民在以总书记同志为核心

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创造新的伟大

成就，胜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朝鲜劳

动党将带领朝鲜人民继续大力落实新

战略路线，并为此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

厅为金正恩举行欢迎仪式。

会谈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为金

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欢迎宴会并共

同观看文艺演出。

9日上午，习近平在北京饭店会见金

正恩。习近平积极评价金正恩这次访华的

重要意义， 回顾了中朝友好交往历史，表

示中方愿同朝方共同努力，维护好、巩固

好、发展好中朝两党两国关系，共同书写

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 共同为地区和平、

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

金正恩表示，朝方无比珍视朝中关

系持续发展的良好势头， 愿与中方一

道， 认真落实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在

新的起点上续写朝中友谊更加辉煌的

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夫人彭丽媛、金正恩

委员长夫人李雪主参加会见。

会见后，习近平总书记夫妇为金正

恩委员长夫妇举行午宴。

9日金正恩还参观了北京同仁堂股

份有限公司同仁堂制药厂亦庄分厂，实

地考察了有关传统工艺及现代化中药

加工生产线。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

书记王沪宁， 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

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

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黄

坤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

书记蔡奇，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等

出席有关活动。

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副委员长、国际部部长李洙墉，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央副委员长、统一战线部

部长金英哲，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

委员长朴泰成，中央政治局委员、外务

相李勇浩，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人民

武力相努光铁，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宣传鼓动部第一副部长金与正等陪同

金正恩访华并出席有关活动。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发生代偿时由政府、担保公司、放贷银

行按照 3:6:1 的比例分担贷款风险。 此

次完善政策后实行双轨制并行， 在原有

政策和发放方式的基础上，增加由放贷银

行直接审核发放的方式。给予放贷银行一

定的审批决定权限，允许部分优质贷款项

目或有不动产抵押的贷款项目由放贷银

行直接审批发放。对新增的通过放贷银行

直接审核发放的贷款， 当发生代偿时，由

政府、放贷银行按照 8:2 的比例分担。 会

议指出，完善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有利

于提高放贷效率，进一步发挥资金支持

引导带动创业就业的作用。要按程序抓紧

修订创业担保贷款资金和贴息资金管理

办法，防范贷款风险。

会议分别听取市卫生计生委、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广州地区公立医

院综合改革工作、医疗机构药品集团采购

（GPO）工作推进情况的汇报，要求市相

关单位密切配合，继续深化公立医院综合

改革，推动广州 GPO平台建设发展。 会

议审议市委组织部提交的《广州市实施

“广聚英才”工程行动计划》及配套文件，

同意修改完善后按程序报市委审议。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

员 史伟宗）

昨日，市委常委、市委秘书

长潘建国主持召开市委办公厅干部大

会， 传达学习贯彻省委十二届六次全

会和市委十一届六次、七次全会精神，

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潘建国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是当前首要政治任务， 是省

委、市委全会精神的核心要义，要进一

步强化学习意识， 深入开展学习宣传

贯彻工作， 发挥办公厅作为中枢机关

优势，体现政治机关高标准要求，全面

系统学、紧密跟进学、联系实际学，真

正学深悟透， 切实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指导

实践、推动工作。 要围绕贯彻落实省委

部署和市委要求，推动广州实现老城市

新活力，紧扣“1+1+4”工作举措，把市委

决策部署落实到履职尽责全过程和各

方面， 做好任务分解及督办落实工作，

及时向省委、市委报告工作进展，协助

市委以新担当新作为奋力开创广州工

作新局面。 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推进机构

改革工作，优化办公厅机构、职能、人员

配置，创新运作机制，提高“三服务”效率

效能效果，创建模范机关。 要坚持抓早

抓细抓实， 统筹做好岁末年初各项工

作，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

精神，严守安全稳定廉政底线。

信息时报讯

10 日， 广州市委常

委、 宣传部部长徐咏虹主持召开部务

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市委十一届第六

次和第七次全会精神， 研究部署学习

贯彻落实工作。

会议指出， 全市宣传思想文化战

线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

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按照市委全会

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持

统一思想、坚定信心，自觉承担起举旗

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

使命任务， 为推进改革发展营造良好

社会舆论环境。

会议强调， 要抓好全会精神的学

习传达贯彻和宣传报道， 在全市迅速

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 要围绕文化

强市建设目标， 紧抓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机遇，加快出台《广州市推进文化强

市建设行动方案》，持续提升城市文化

影响力，打造全球区域文化中心城市。

要精心谋划 2019 年宣传思想文化重

点工作， 持续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阐释， 做好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宣传教育，大

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积极推动文艺精品创作， 深化文化体

制改革，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坚决完

成好深化机构改革各项任务， 坚定不

移推动城市综合文化实力出新出彩，

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学习贯彻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会和

市委十一届六次、七次全会精神

（上接

A02

）

市委办公厅传达学习贯彻

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会和市委十一届六次、七次全会精神

市委宣传部召开会议传达学习

市委十一届第六次和第七次全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