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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4 月 16 日， 省委书记

李希到广州南沙，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自贸

试验区建设重要指示精神，推动南沙自

贸片区建设进行专题调研。

在万顷沙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园、恒

大新能源汽车南沙基地等项目建设现

场，以及小马智行无人驾驶汽车、云从科

技公司等高技术企业， 李希详细了解项

目建设和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听取智能

制造、新能源汽车发展、无人驾驶技术应

用等情况介绍。 他勉励企业抓住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坚定信心，扎

根南沙发展， 要求政府营造良好营商环

境，加强政策引导和支持，积极培育发展

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推动高质量发展。

在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南沙科研基地和

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南沙基地项目建

设现场， 李希听取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

广东省实验室、 冷泉生态系统大科学装

置建设情况介绍， 强调要充分发挥临海

优势，大力推动海洋科技创新，加快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不断发展壮大海洋产业。

调研期间， 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

充分肯定南沙自贸片区建设取得的新

成绩。 他强调，广州市、南沙区要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切

实扛起政治责任,以更坚定的信心、更自

觉的担当、更有力的措施推进南沙自贸

片区建设，奋力建成新时代广东改革开

放的新高地。 一要做好深化与港澳合作

这篇大文章，加强与港澳的科技创新合

作,深化产业分工协作,推动民生领域对

接衔接，加快建设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

区。 二要对标国际最高最好最优，加快

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相

适应的制度规则 , 提高服务业发展水

平，着力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

商环境, 开展高质量对外经贸合作,全力

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 三要坚

持中国特色、国际一流规划建设，贯彻

新发展理念，学习借鉴国际一流城市先

进经验，加快建设内联外通、高效衔接

的综合交通网络，加大岸线资源保护利

用和生态建设力度，强化生态核心竞争

力， 不断提高城市综合功能和文化魅

力。 四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

设，旗帜鲜明讲政治抓政治，选优配强

领导班子，发挥党员表率作用，进一步

激发干事创业精气神，为南沙自贸片区

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李希强调，南沙自贸片区建设不仅

是南沙的大事，更是广州的大事，也是

广东的大事。 广州市要把南沙自贸片区

建设摆在更加重要位置，作为一把手工

程来抓， 把全市的资源和力量统筹起

来、组织起来、动员起来推进建设。 省

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高度重视和支持

南沙自贸片区建设，通过省、市、区共同

努力，务求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不辜

负总书记的厚望重托，不辜负人民群众

的热切期盼。

省领导张硕辅、郑雁雄、张虎，广州

市市长温国辉等参加调研。

徐林 岳宗

信息时报讯（记者 吴瑕 通讯员 穗

府信）

昨天上午，广州市政府党组书记、

市长温国辉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

开展主题为“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

新常态”的“读原文、悟原理”学习研讨，

传达贯彻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现场

推进会议精神，研究粤港澳大湾区“菜

篮子”建设、普通公路国省干线升级改

造工作。

会议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一、第二卷和《之江新语》中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经济工作的 3 篇文章，并交流学

习心得。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

要论述，正确认识新常态，统一思想和

行动。 深刻认识广州经济发展的客观规

律，准确把握新常态，着力提升经济发

展质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经济

体制改革。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新

创造精神，主动引领新常态，坚持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广州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 加快营造国际化现代化营商环

境，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加强民生保

障和社会治理创新。

会议传达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现场推进会议精神并研究广州市贯彻

落实工作， 要求对照省确定的目标任

务，科学做好广州村庄规划设计，全面

开展农村清洁行动，突出抓好农村厕所

改造和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处理，建设

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力争在全省走前

列、做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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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重庆

4

月

17

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4

月 15日至 17日在重庆考察，主持召开解

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并发

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脱贫攻坚战进入决

胜的关键阶段，各地区各部门务必高度重

视，统一思想，抓好落实，一鼓作气，顽强

作战，越战越勇，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

障”突出问题，扎实做好今明两年脱贫攻

坚工作， 为如期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如

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山城四月，春风和煦，山水透绿，一派

生机勃勃。 4月 15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和市长

唐良智陪同下，深入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

学校、农村，实地了解脱贫攻坚工作情况。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地处武陵山集

中连片特困地区，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15 日中午，习近平一下飞机，就

转乘火车、汽车前往石柱县，山路蜿蜒，

坡急沟深，辗转 3 个多小时抵达大山深

处的石柱县中益乡华溪村。

习近平首先来到中益乡小学。 学校

操场上， 小学生们正在开展课外文体活

动。看到总书记来了，学生们围拢过来，纷

纷问习爷爷好， 总书记高兴地同大家交

谈，询问他们学习和生活情况。 中益乡地

处大山深山之中， 群众居住比较分散，孩

子上学是个难题。 习近平指出，“两不愁

三保障”， 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义务教育

要有保障。 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

穷教育。 要保证贫困山区的孩子上学受

教育，有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 习近平

走进师生食堂，仔细察看餐厅、后厨，了

解贫困学生餐费补贴和食品安全卫生

情况。 习近平嘱咐学校和老师既要当好

老师，又要当好临时家长，把学生教好、

管好。 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确保学生

在学校学、住、吃都安全，让家长们放

心。 他希望老师们扎根山区，献身乡村

教育事业，为群众脱贫贡献一份力量。

华溪村人多地少，土地贫瘠，全村有

建档立卡贫困户 85 户、302 人， 其中 8

户、19人还没有脱贫。 习近平踏着湿滑的

石阶登上陡坡， 来到贫困户谭登周家，从

屋外看到屋内，详细询问老两口生活和身

体状况。 谭登周夫妇告诉总书记，由于伤

病原因暂时丧失了劳动力， 生活还比较

困难，但土地流转有分红、医疗有救助、

低保有兜底，3 间住房加固后都很结实，

特别是医药费大部分报销，自己只负担

一部分，基本生活还是有保障的。 习近

平指出，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

是防止老百姓因病返贫的重要保障。 这

个兜底作用很关键。 脱贫攻坚明年就要

收官，要把工作往深里做、往实里做，重

点做好那些尚未脱贫或因病因伤返贫

群众的工作，加快完善低保、医保、医疗

救助等相关扶持和保障措施，用制度体

系保障贫困群众真脱贫、稳脱贫。

随后，习近平前往老党员、已脱贫

户马培清家，沿着乡间小路步行察看自

然环境、村容村貌，了解该村通过种植

中药材黄精等特色经济作物带动村民

脱贫的情况。 在马培清家中，看到谷仓

里装满粮食， 厨房里挂着不少腊肉，温

饱不愁，了解到他们家通过参加黄精中

药材产业发展和土地入股分红、管护药

材基地等方式，实现了稳定脱贫，习近

平表示欣慰。

在马培清家院子，习近平同村民代

表、基层干部、扶贫干部、乡村医生等围

坐在一起，摆政策，聊变化，谋发展。 大

家你一言我一语，争相发言，气氛热烈。

习近平对乡亲们说，脱贫攻坚是我心里

最牵挂的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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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重庆考察并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时强调

统一思想一鼓作气顽强作战越战越勇

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李希到广州南沙调研

坚持中国特色国际一流

奋力建设好南沙自贸片区

温国辉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

开展“读原文悟原理”学习研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穗府信）

昨天下午，广州市市长温国辉

到增城区召开工作协调会， 研究解决

该区提出的事项， 推动重大项目落地

和重点工作落实。

协调会上， 增城区政府汇报该区

一季度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并从产业

发展、 规划国土、 基础设施建设等方

面， 提出需市政府协调解决的具体事

项。 温国辉逐一研究回应，要求市相关

部门主动与增城区对接， 制定解决问

题的具体方案并督促落实。

温国辉对增城区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的成绩表示肯定， 并勉励增城区干

部群众， 要把握历史机遇， 积极融入

大湾区发展战略，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要高标准抓好国家级“侨梦

苑” 规划建设， 打造科技、 人才等高

端资源的集聚平台； 要建设制造业强

区， 协调推动重点产业项目早日建成

投产， 加快固定资产投资， 同时发挥

增城开发区的龙头带动作用， 大力引

进先进制造业项目； 要提高审批效

率， 优化政务服务， 为企业落户、 建

设、 发展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 要贯

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深化农村综合

改革，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建设

美丽宜居乡村， 提高城乡发展的平衡

性和协调性； 要坚持底线思维， 落实

安全主体责任， 及时防范化解风险，

抓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确保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

温国辉到增城区召开工作协调会

把握大湾区发展机遇推动增城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