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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广州两会

·在现场

市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陈建华作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信息时报讯（记者 何小敏 张秀丽 奚慧

颖 陈子垤 通讯员 穗仁宣）

昨日上午，广州

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举行

第二次全体会议。 市委副书记、市长温国辉

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建华向大会

作常委会工作报告，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

勇、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欧名宇分别向大会

作工作报告。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

席唐航浩主持会议。

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温国辉、唐航浩、

李广杭、张谭均、陈玉亮、林玲

（女）

、林奕孜、

郭共添、黄仰辉、黄贤青、黄翔

（女）

、崔世刚、

潘文捷

（女）

在主席台执行主席席就座。

陈建华在报告中回顾了市人大常委会

2018 年的主要工作情况。他说，2018 年是全

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

开放 40 周年。 在中共广州市委的坚强领导

下，市人大常委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党的领导、 人

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依法履

行职责， 扎实开展工作， 为推动广州国家

重要中心城市建设全面上新水平、 着力建

设国际大都市作出了新的贡献。 一年来，

市人大常委会共审议议题 99 个， 其中审议

立法项目 24 项， 制定和修改地方性法规 8

件、 废止 10 件； 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

专项工作报告 31 项， 对 3 部法律法规实施

情况进行检查； 依法作出决议、 决定 24

项， 任免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125 人次，

顺利完成市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确定的各

项任务。 过去一年， 市人大常委会坚持党

对人大工作的领导，确保人大工作正确政治

方向；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围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推动保障和改善民生；围绕增

强城市综合承载力，促进提升城市建设和管

理水平；注重城市可持续发展，推动文化和

生态文明建设；注重发挥代表作用，深化和

拓展代表工作；着眼提高履职能力，着力加

强自身建设。市人大常委会各项工作取得的

进展和成效，是市委正确领导的结果，凝聚

着全体市人大代表、常委会组成人员、各专

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和人大机关工作人员的

心血与辛劳，也离不开“一府一委两院”和各

区人大及其常委会与社会各界的支持与配

合。 陈建华代表市人大常委会表示衷心感

谢。

陈建华强调，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 贯彻

落实总书记在去年全国人代会广东代表团

和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市委十

一届六次、七次全会精神，围绕本次会议确

定的目标任务，依法行权履职，扎实开展工

作， 更好地发挥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作用，把

我市人大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奋

力开拓广州人大工作新局面； 依法行权履

职，提高地方立法质量，加强和改进监督工

作， 做好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和人事任免工

作，充分发挥人大在广州建设国际大都市征

程中的职能作用；坚持代表主体地位，扎实

做好代表工作；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履职水

平。

陈建华强调， 做好今年工作责任重大、

任务繁重。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的坚强

领导下，团结凝聚全市人民智慧力量，充分

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 勇于担当，善

作善成，开拓进取，埋头苦干，为广州在全省

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当好“两个重要

窗口”中勇当排头兵作出更大贡献，以优异

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大会表决通过了《广州市第十五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选举办法》、《广州市第

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设立

广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

员会的决定》、《广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四次会议关于广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

表大会内务司法委员会更名的决定》、《广州

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广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个别专门委

员会成员人选办法》；书面审议了《广州市人

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查批准监督

预算办法

（修订草案）

》。

据介绍，一年来，市人大常委

会共审议议题 99 个，其中审议立

法项目 24 项，制定和修改地方性

法规 8 件、 废止 10 件； 听取和审

议“一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 31

项， 对 3 部法律法规实施情况进

行检查； 依法作出决议、 决定 24

项， 任免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125 人次，顺利完成市十五届人大

三次会议确定的各项任务。

常委会尊重代表主体地位，

不断提高代表履职服务保障工作

水平。 密切常委会与代表、 代表

与群众的联系。 常态化抓好主任

会议组成人员接待代表日活动，

明确并落实每位组成人员联系 10

至 16 名代表。 邀请 74 名代表列

席常委会会议， 开展“更好发挥

人大代表作用” 主题活动， 组织

代表参加集中视察、 专题调研、

执法检查等活动 4000 多人次。 完

善代表进社区、 网上联络站相关

制度，代表“线上线下”接待群众

1.4 万多人次，收集群众意见和建

议 3000 多条， 推动解决实际问

题。

改进代表意见建议办理工

作。 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纳入全

市绩效考核体系， 督促政府完善

办理工作考核办法。 优化议案建

议信息管理工作， 通过大数据跟

踪了解具体办理情况， 并及时给

予指导。 一年来， 代表共提出建

议、批评和意见 474 件，代表建议

所提问题得到解决或计划逐步解

决的占交办建议总数的 96.6%，代

表对建议办理答复表示满意和基

本满意的达 99.76%。

制定和修改地方性法规 8件

据介绍，2019 年，市人大常委

会将提高地方立法质量。 充分发

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

用，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

法立法，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

治。 紧扣实现老城市新活力，推动

广州市在综合城市功能、 城市文

化综合实力、现代服务业、现代化

国际化营商环境方面出新出彩，

2019 年拟安排促进科技创新、机

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房屋租赁、出

租车管理、物业管理等立法工作。

加强和改进监督工作。 聚焦

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提高发展平衡性和协调性、 提高

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质量， 注重运

用综合监督模式， 增强监督刚性

和实效。 拟听取和审议中新广州

知识城发展、 广东自贸区南沙片

区建设、乡村振兴、扶持民营企业

发展、 规范引导养殖业可持续发

展、 依法行政等工作报告以及广

州海事法院、广州知识产权法院、

广州互联网法院工作情况的报

告。

开展对计划预算执行、 国有

资产管理等工作的监督， 依法审

查批准市本级决算。 加强对水环

境治理保护和五大领域民生基础

设施规划建设工作的监督。 对有

关部门审计查出问题整改落实情

况、生鲜农产品互联网+冷链配送

体系建设等开展专题询问， 对互

联网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发挥广

州市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作

用进行专题调研监督， 对相关政

府部门落实政府工作报告目标任

务情况进行工作评议和满意度测

评。 加强执法检查，拟对公共图书

馆条例、养犬管理条例、非机动车

和摩托车管理规定进行执法检

查。 认真做好规范性文件备案审

查工作。

此外， 还将抓住广州市经济

社会发展中带有全局性、根本性、

长远性的问题， 依法作出决议决

定。 认真做好人事任免工作，探索

加强对选举和任命人员履职的监

督，提高人事任免工作科学化、民

主化、 法治化水平。 进一步改进

代表建议督办工作机制， 增强代

表意见建议办理实效。

拟对养犬管理条例执法检查

昨日上午， 广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

议，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建华向大会作

常委会工作报告。

信息时报记者 陆明杰 叶伟报 摄

李希强调，要带头攻坚克难啃硬骨

头， 闻鸡起舞、 日夜兼程、 风雨无阻，

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讲话和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地见效， 奋力实

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当好“两个

重要窗口”， 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广东大地落地生根、

结出丰硕成果。 一要以上率下抓落实，

带头把沉甸甸的历史责任扛在肩上，

按照分工和分管领域带头抓落实， 用

领导干部劳累一点、 辛苦一点， 换取

广东发展好一点、 群众幸福多一点。

二要以一张图纸干到底的专注和毅力，

以淡定从容的心态、 心无旁骛的专注、

砥砺前行的毅力， 把“1+1+9” 工作部

署落到实处。 三要对标最高最好最优、

做到落细落小落具体， 制定切实可行

的实施方案、 具体安排、 配套措施，

推动每一项工作都取得实实在在的成

效。

李希强调，要带头严格执行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

发展。 一要下大气力解决“四风”问题，

带头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自觉做

到廉洁自律，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坚决

防止和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 二要

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紧盯

重大工程、重点领域、关键岗位，加大反

腐力度，深化标本兼治，形成风清气正

的良好政治生态。 三要带头发扬斗争精

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妥善应对各种

机遇挑战， 确保广东改革发展行稳致

远。

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主要负责同

志列席会议。

徐林 岳宗

省委领导班子召开年度民主生活会

（上接

A02

）

2018 年工作情况

2019 年工作计划

社址：广州市广州大道南

83

号汇美商务中心（

510310

） 电话：

020-34323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