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

敏 通讯员 穗府信 ）

昨天上

午，广州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

议召开各界别委员代表座谈

会。市长温国辉出席会议并讲

话，市政协主席刘悦伦主持会

议。

座谈会上， 来自各界别

的 20 位政协委员发言， 就半

导体产业发展、 建设药物临

床试验服务体系、 改革“五

险一金” 制度、 促进法律服

务业发展、 推进公共急救体

系建设、 重点片区升级改造、

文化旅游等方面建言献策。

温国辉认真听取发言， 要求

市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吸纳，

推进相关工作。

温国辉表示，我们要全面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

东重要讲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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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国辉出席市政协各界别委员代表座谈会 刘悦伦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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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6

日电

中

央政法工作会议15日至16日在

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

强调， 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

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加

快推进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

革，加快推进政法队伍革命化、

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忠诚履职尽责，勇于担当作为，

锐意改革创新， 履行好维护国

家政治安全、 确保社会大局稳

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

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任务， 不断

谱写政法事业发展新篇章。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

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 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

韩正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党

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把政法

工作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来抓，

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实施一系

列重大举措， 维护了政治安全、

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促进了经

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这是党中

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凝聚

着全国政法战线和广大政法干

警的智慧和汗水。习近平代表党

中央向全国广大政法干警表示

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指出， 要贯彻好党

的群众路线， 坚持社会治理为

了人民， 善于把党的优良传统

和新技术新手段结合起来，创

新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机制，

创新为民谋利、为民办事、为民

解忧的机制， 让群众的聪明才

智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不竭源

泉。 要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

的重点领域执法司法力度，让

天更蓝、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食品更安全、交通更顺畅、社会

更和谐有序。

习近平强调， 要善于把党

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

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 完善

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 社会协

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

治理体制，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

的社会治理格局。 要创新完善

平安建设工作协调机制， 统筹

好政法系统和相关部门的资源

力量， 形成问题联治、 工作联

动、平安联创的良好局面。各地

区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落实

好平安建设领导责任制， 履行

好维护一方稳定、 守护一方平

安的政治责任。 要深入推进社

区治理创新， 构建富有活力和

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

系。

习近平指出， 要大力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加强思

想教育、道德教化，改进见义勇

为英雄模范评选表彰工作，让

全社会充满正气、正义。要坚持

依法办事， 让遵法守纪者扬眉

吐气，让违法失德者寸步难行。

要完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调

动城乡群众、企事业单位、社会

组织自主自治的积极性， 打造

人人有责、 人人尽责的社会治

理共同体。 要健全社会心理服

务体系和疏导机制、 危机干预

机制， 塑造自尊自信、 理性平

和、亲善友爱的社会心态。要加

快推进立体化、 信息化社会治

安防控体系建设。

习近平强调， 黑恶势力是

社会毒瘤， 严重破坏经济社会

秩序，侵蚀党的执政根基。要咬

定三年为期目标不放松， 分阶

段、分领域地完善策略方法、调

整主攻方向，保持强大攻势。要

紧盯涉黑涉恶重大案件、 黑恶

势力经济基础、背后“关系网”

“保护伞”不放，在打防并举、标

本兼治上下真功夫、细功夫，确

保取得实效、长效。

习近平指出， 政法系统要

在更高起点上， 推动改革取得

新的突破性进展， 加快构建优

化协同高效的政法机构职能体

系。要优化政法机关职权配置，

构建各尽其职、配合有力、制约

有效的工作体系。 要推进政法

机关内设机构改革， 优化职能

配置、机构设置、人员编制，让

运行更加顺畅高效。 要全面落

实司法责任制， 让司法人员集

中精力尽好责、办好案，提高司

法质量、效率、公信力。 要聚焦

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 抓紧完善权力运行监督和

制约机制，坚决防止执法不严、

司法不公甚至执法犯法、 司法

腐败。要深化诉讼制度改革，推

进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

慢分道，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科技创新成果同司法工作深

度融合。

习近平强调， 政法机关承

担着大量公共服务职能， 要努

力提供普惠均等、便捷高效、智

能精准的公共服务。 要持续开

展“减证便民”行动，加快推进

跨域立案诉讼服务改革， 推动

诉讼事项跨区域远程办理、跨

层级联动办理， 解决好异地诉

讼难等问题。 要深化公共法律

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整合律师、

公证、司法鉴定、仲裁、司法所、

人民调解等法律服务资源，尽

快建成覆盖全业务、 全时空的

法律服务网络。 要加快构建海

外安全保护体系， 保障我国在

海外的机构、人员合法权益。

习近平指出， 要旗帜鲜明

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 努力打

造一支党中央放心、 人民群众

满意的高素质政法队伍。 要抓

好科学理论武装， 教育引导广

大干警学深悟透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捍卫

者。政法机关要敢于刀刃向内、

刮骨疗毒，坚决清除害群之马。

习近平强调， 政法系统要

把专业化建设摆到更加重要的

位置来抓。 专业化建设要突出

实战、实用、实效导向，全面提

升政法干警的法律政策运用能

力、防控风险能力、群众工作能

力、科技应用能力、舆论引导能

力。 政法队伍是和平年代奉献

最多、牺牲最大的队伍。对这支

特殊的队伍， 要给予特殊的关

爱，做到政治上激励、工作上鼓

劲、待遇上保障、人文上关怀，

千方百计帮助解决各种实际困

难，让干警安身、安心、安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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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

敏 通讯员 史伟宗 ）

昨日，广

州市委书记张硕辅，市委副书

记、市长温国辉，市政协主席

刘悦伦与参加市政协十三届

三次会议的港澳地区市政协

委员座谈。

座谈会上，15 名委员聚

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分别从

建设南沙科创先导区、促进文

化交流和文化产业合作、推进

生物医药产业和医疗服务合

作、建设葡语国家跨境电商平

台、发展岭南特色现代马产业

体系、加强贸易服务、支持港

澳企业在穗发展、推动琶洲会

展经济转型升级、强化网络安

全保障、推进青少年交流和大

湾区人才枢纽中心、港澳地区

人士综合服务中心、港澳青年

双创服务中心建设等方面提

出意见建议。 15 名委员作书

面发言。

张硕辅对港澳地区委员

为广州经济社会发展所作出

的贡献表示感谢， 并介绍广

州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情

况。 他说， 各位委员用心用

情用功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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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

全面深入做好新时代政法各项工作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张硕辅温国辉刘悦伦与港澳地区市政协委员座谈

推动广州高质量发挥粤港澳大湾区

区域发展核心引擎作用

信息时报讯（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史伟宗）

春运临近，昨

日，广州市委书记张硕辅，市委

副书记、 市长温国辉到广州火

车站检查春运工作， 现场察看

综合指挥中心、 候车室、 广场

后， 在广州地区春运指挥部召

开会议， 听取春运工作情况汇

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张硕辅对春运筹备工作启

动早、措施细、工作实给予充分

肯定。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广东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落实

中央和省关于春运工作部署，

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以

饱满的精神、 实战的标准狠抓

春运各项措施的落实。 要全力

以赴保平安，加强对重点行业、

重点地区、重点路段、重点时段

等关键点的监督排查， 着力打

造平安春运， 确保旅客出行安

全。全力以赴保畅通，强化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进一

步完善交通运输组织方案，及

时有效做好交通疏导工作，着

力打造科技春运， 确保旅客出

行顺畅。 全力以赴优服务，适应

人民群众对美好出行的需要，

优化提升候乘环境和城市环

境，及时向公众通报出行信息，

提高运输正点率， 着力提升服

务品质，确保旅客出行舒心。要

强化统一指挥，强化协同配合，

强化预案落实，确保调度有效，

体现国际大都市的交通服务管

理水平。

温国辉强调， 要狠抓重点

部位、重点环节、重点时间点，

对运力情况、设施设备、人员安

排等进行再检查、再落实。要把

困难估计足， 充分考虑周边地

区甚至外省区的关联情况，进

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要切实做

好交通接驳、流量监控、安全检

查、社会面防控、宣传发动等工

作，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要进一

步提高服务标准和服务质量，

提升旅客满意度。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武勇， 市领导谢晓

丹、潘建国、马文田参加。

张硕辅温国辉调研检查广州

地区春运工作

确保旅客平安顺畅舒心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