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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

伟宗）

昨日， 广州市在黄埔区召开全市

重点工作月度调度会和推进城市更新

工作现场会。 市委书记张硕辅，市委副

书记、市长温国辉出席并讲话。

现场会在黄埔区大沙街丰乐北路

姬堂社区召开。 市有关部门、各区、重点

镇（街）、相关社区负责人一行认真观摩

大沙街丰乐北路沿线“散乱污”整治及

更新改造建设项目的做法成效。 张硕辅

要求各区各相关部门始终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比学赶帮、互学互鉴，充分发挥基层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乘势而上、攻坚克难，扎实推进旧

城、旧厂、旧村更新改造和专业批发市

场、物流园、村级工业园整治提升及黑

臭水体、违法建设、“散乱污”场所专项

治理等九项重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温国辉指出， 黄埔区在推进城市更新

中，坚持科学谋划、系统谋划，落实领导

干部挂点包干、挂图作战，工作做得细、

措施过得硬，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持续增

强，城市更新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各区

各相关部门要认真学习发扬，推动全市

城市更新工作持续取得新进展。

在随后召开的重点工作月度调度

会上，张硕辅强调，建立市委市政府主

要领导集中调度、分管市领导专项协调

工作机制，就是要进一步优化推进落实

的方法，及时化解矛盾问题，推动各项

重点工作落到实处。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1+1+9”工作部

署和市委“1+1+4”工作举措，紧紧扭住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个“纲”， 勇于担

当，稳扎稳打，有力有序有效推进重点

工作落实，奋力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

个出新出彩”。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强化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做好经济

运行的分析研判和精准调度，确保经济

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全面落实减税降

费政策措施，深化审批制度改革，进一

步优化营商环境，促进重点项目加快建

设，吸引集聚更多项目。 坚决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 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守好意识形态安全“南大门”，开展

安全生产、交通、消防、防汛防风等领域

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维护社会大局

和谐稳定。 切实加强党的建设，持续深

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把各项

重点工作落实到基层， 以闻鸡起舞、日

夜兼程、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

态，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在广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温国辉强调， 要以更强的决心、更

大的力度推动各项重点工作落到实处。

加大招商引资和服务企业力度，充分运

用市场化手段和社会力量，更好保障项

目建设资金需求，健全完善问题解决长

效机制，加快推进重大产业项目、重要

基础设施、重点民生项目建设。 坚持短

中长期目标相结合， 强化规划引领，统

筹抓好九项重点工作落实，动态调整专

项工作三年行动计划， 优化人才引进、

土地供应等配套政策，细致贴心服务基

层，协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市领导谢晓丹、周亚伟、徐咏虹、刘

连生、潘建国、蔡朝林、杨江华、马文田，

广东银保监局、广东证监局、广铁集团，

各区、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昨天上

午，广州市新闻中心举行市政府部门定

期新闻发布会。 据悉，今年一季度，广州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30.8 亿元，同

比增长 3.3%，运行平稳。

预算安排 190亿用于大湾区建设

会上，市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李小平介绍，2018年，来源广州地区

（全

口径）

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205亿元。

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32.3亿

元，同比增长6.5%；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505.8亿元，同比增长14.6%，完成省考

核任务的100.5%，全省排名第一。 其中，

全市重点科目支出2018.2亿元， 增长

10.6%，拉动GDP增长近1个百分点。 今

年一季度，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30.8

亿元，同比增长3.3%，运行平稳。

李小平表示，广州将全力支持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争取税收优惠等扶持政

策早日落地，优先保障大湾区建设项目

资金需求，并积极向中央、省争取加大

对广州市新增债券支持力度，缓解大湾

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压力。

据介绍，围绕大湾区的建设，广州

今年年初预算安排 190.2 亿元， 比往年

增长 22.9%， 用于推动全面开放格局建

设，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以及加

快广州作为大湾区中心城市的辐射功

能，培育国家科学中心，推动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在广州实施落地。 同时，还将

拓宽政府收入来源渠道，清理盘活政府

性资产、资源和历年形成的一些存量资

金，保障粤港澳大湾区的民生重点投入

以及一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维持一定

的投资强度。

重点民生资金至少5年内审计1次

去年，广州全市审计机关共完成审

计项目 326 个， 查处违规问题金额 4.2

亿元；提出审计建议 695 条，被采纳 411

条。 市审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严健蓓

介绍，实现审计全覆盖是新形势下党中

央和国务院对审计机关提出的新定位

和新要求，主要包括了重大政策措施贯

彻落实情况跟踪审计、财政审计、企业

和金融审计、 重大公共工程项目审计、

重点民生资金和项目审计、领导干部经

济责任审计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

（任

中）

审计等六个方面的审计工作。

其中，在重大公共工程项目审计方

面，广州计划将对纳入市年度重点项目

计划中的重大公共工程项目的预算执

行、决算和建设运营情况，在建设周期

内至少审计 1 次。 综合考虑项目进展情

况以及审计力量，优先审计即将完工的

项目，通过对审计对象滚动安排实现全

覆盖。 同时，关于重点民生资金和项目

审计，广州将围绕市政府及有关部门筹

集、管理、分配和使用扶贫、社保、“三

农”、教育、医疗、就业等重点民生资金

情况开展审计，5 年内至少审计一次。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奚慧颖）

日前，

记者从市政府采购平台获悉，广州市建

设儿童友好型城市规划导则正在进行

公开招标采购。 规划范围包括全市，重

点在中心城区。 本次规划由广州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统筹。

根据招标文件，承接人需提出构建

儿童友好型城市的空间指引，城市总体

规划及总规层面的专项规划———广州

市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规划导则。 规划

要求，重点从城市、街区和社区三个尺

度构建工作框架。

其中，在街区尺度上，要构建儿童

独立安全活动圈，提供安全、趣味、绿色

的街道、学校及周边环境，打造安全、连

续的步行路径，并营造具有广州特色的

儿童友好型街区。 需要对接相关部门和

慢行系统的规划，划定独立路权、连续

安全的自行车及步行路径，保障儿童到

学校和活动场地的出行安全。

新华社北京

4

月

11

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 10 日给云南省贡山县独龙江乡群

众回信， 祝贺独龙族实现整族脱贫，勉

励乡亲们为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继续团结奋斗。

习近平表示， 你们乡党委来信说，

去年独龙族实现了整族脱贫，乡亲们日

子越过越好。 得知这个消息，我很高兴，

向你们表示衷心的祝贺！

习近平指出，让各族群众都过上好

日子，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也是我们

共同奋斗的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独龙

族告别了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 进入新

时代，独龙族摆脱了长期存在的贫困状

况。 这生动说明，有党的坚强领导，有广

大人民群众的团结奋斗，人民追求幸福

生活的梦想一定能够实现。

习近平强调， 脱贫只是第一步，更

好的日子还在后头。 希望乡亲们再接再

厉、奋发图强，同心协力建设好家乡、守

护好边疆，努力创造独龙族更加美好的

明天！

独龙族是我国 28 个人口较少民族

之一， 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个从原

始社会末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的少数民族， 主要聚居在云南省贡山

县独龙江乡。 当地地处深山峡谷， 自

然条件恶劣， 一直是云南乃至全国最

为贫穷的地区之一。 2018 年， 独龙江

乡 6 个行政村整体脱贫， 独龙族实现

整族脱贫， 当地群众委托乡党委给习

近平总书记写信， 汇报独龙族实现整

族脱贫的喜讯， 表达了继续坚定信心

跟党走、 为建设好家乡同心奋斗的决

心。

习近平回信勉励云南贡山独龙族群众

同心协力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

努力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广州市召开重点工作月度调度会和推进城市更新工作现场会

强化目标导向问题导向

有力有序有效推进重点工作落地落实

张硕辅温国辉出席并讲话

广州一季度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逾430亿元

广州将创建儿童友好型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