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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推进广清一体化 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部署建议提案办理工作 集体学习安全生产法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为我们推进全面依法治市指明了前进

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推进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也对全面依法治市提出了新

的更高要求。 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

迫感，推动全面依法治市、法治广州建

设取得更大成效。 要围绕今年工作重

点，抓落地、抓成效、抓品牌、抓亮点，积

极推进重点领域立法，深化“放管服”改

革和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加快打造粤港

澳大湾区公共法律服务高地，用法治营

造良好营商环境。 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

法治市全过程，领导干部要发挥带头作

用， 带动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努

力把我市建设成为全国全省最安全稳

定、最公平公正、法治环境最好的地区。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民族宗教及加强和改进统

一战线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

对民族宗教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的领

导， 确保各项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

条主线， 完善民族宗教工作制度体系，

建立民族宗教事务动态管理机制，防范

打击境外宗教渗透和非法宗教活动，深

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推进民族宗

教工作上水平。 加强对《社会主义学院

工作条例》教育培训，提升教师队伍专

业素质和干部队伍综合素质，不断提升

我市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水平。

会议强调， 面对新形势、 新挑战，

要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 坚

持改革创新， 全力服务保障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 民营经济发展、 打好三大

攻坚战， 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为广州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

稳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坚持全面从

严治党， 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 努力

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检察

队伍。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狠抓重点工作落实 确保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着力加快发展新

一代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 生物医药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抓好重点领域全

产业链发展， 增强产业就地配套功能。

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加快南沙粤港

澳全面合作示范区等重大平台建设，

鼓励企业拓展“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和地区出口市场， 办好世界港口大会

等一批高端国际活动。 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 强化“人人都是营商环境” 理

念，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加快自贸区、

开发区及价值创新园区等重大载体建

设。 严格落实省“实体经济十条”

“民营经济十条” 等惠企政策， 支持民

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做大做强。 扎实推

进三大攻坚战， 防范化解金融等领域

重大风险， 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 强化安全生产， 做好防洪工作，

确保城市运行安全。 做好经济运行预

警监测调度， 高标准做好“四经普”

收官工作， 有力有序有效推进重点工

作落地落实， 坚决守住安全稳定廉政

底线， 以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聚焦“两不愁三保障”， 着力抓好乡村

振兴、 产业扶贫、 就业扶贫、 消费扶

贫和教育医疗卫生帮扶， 确保如期全

面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加强组织

领导， 坚持党政主要领导负总责， 完

善工作机制， 突出改革创新， 积极引

导社会各界参与， 形成推动工作落实

的强大合力。

郭锋代表清远市委、市政府对广州

长期以来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 他说，

当前广清一体化进入最好的发展期，广

清对口帮扶进入最关键的攻坚期，广清

高质量发展进入最重要的落实期。 清远

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学习广州

改革发展经验做法，以更大力度接受广

州的辐射带动，加快全面融入粤港澳大

湾区步伐，以改革再前行的精神，全力

抓好广清交通基础设施、产业等重大合

作项目建设以及精准扶贫脱贫工作落

实，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广州市领导潘建国，清远市领导何

国森、吕成蹊、陈焕雄、魏国华、彭裕殿，

两市区（县）、市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

陈建华表示，各承办单位要加强与提出

建议的人大代表的联系，充分听取并积

极采纳代表意见； 要建立健全办理制

度，加强督办考核，提高办理质量。 刘悦

伦表示，希望市政府各单位一如既往办

好政协提案，使提案能够落地并产生实

际效果，并支持市政协打造“有事好商

量”民生实事协商平台，就重点提案共

同开展工作试点。

在集体学法活动中，支同祥深入讲

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立

法思路、主要精神和工作要求。 温国辉

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

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家和省

有关会议精神，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

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要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严肃安全生产事故

追责问责。 要持续开展重点行业领域安

全生产专项整治，未雨绸缪推进防汛防

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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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出席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出席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的外方领导人夫妇共同参观园艺展

现在，生态文明建设已经纳入中国国家发

展总体布局，建设美丽中国已经成为中国

人民心向往之的奋斗目标。中国生态文明

建设进入了快车道，天更蓝、山更绿、水更

清将不断展现在世人面前。

习近平强调，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

史，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走到了

尽头，顺应自然、保护生态的绿色发展

昭示着未来。 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

唯一家园。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

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

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

色发展之路。

第一， 我们应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

无序开发、粗暴掠夺，人类定会遭到大自

然的无情报复；合理利用、友好保护，人类

必将获得大自然的慷慨回报。我们要维持

地球生态整体平衡，让子孙后代既能享有

丰富的物质财富，又能遥望星空、看见青

山、闻到花香。

第二， 我们应该追求绿色发展繁荣。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改善生态环境就

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生态本身能够源源不

断创造综合效益，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

第三， 我们应该追求热爱自然情怀。

我们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

式，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风尚；倡导环保

意识、生态意识，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

环境治理体系；倡导尊重自然、爱护自然

的绿色价值观念，形成深刻的人文情怀。

第四， 我们应该追求科学治理精神。

生态治理必须遵循规律，科学规划，因地

制宜，统筹兼顾，打造多元共生的生态系

统。 生态治理，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我们

既要有只争朝夕的精神，更要有持之以恒

的坚守。

第五， 我们应该追求携手合作应对。

面对生态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

损的命运共同体。 唯有携手合作，我们才

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海洋污染、生物保

护等全球性环境问题，实现联合国2030年

可持续发展目标，让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

心、全球生态文明之路行稳致远。

习近平强调，昨天，第二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功闭幕。共建“一

带一路” 就是要建设一条开放发展之路，

同时也必须是一条绿色发展之路。中国愿

同各国一道， 共同建设美丽地球家园，共

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设生态文明，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让我们从自己、从现

在做起，把接力棒一棒一棒传下去。

习近平宣布，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

艺博览会开幕。

剧场内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舞台上，志愿者们挥舞参展国国旗和参展

组织旗帜， 将舞台装扮成色彩绚烂的海

洋。

开幕式上，国际展览局秘书长洛塞

泰斯、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主席奥斯特

罗姆分别致辞。 他们盛赞中国是绿色发

展的典范，高度评价中国政府重视生态

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 他们感谢中国政

府举办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世园会，

表示相信北京世园会将极大地弘扬可

持续发展理念，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丰

厚的绿色遗产。

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各国嘉宾共

同观看了以“美丽家园”为主题的文艺晚

会。

演出在童声合唱《心底的天籁》中拉

开序幕， 孩子们动听的歌声和深情的朗

诵，邀约大家携手播撒爱与希望。 动听的

钢琴演奏和灵动的芭蕾舞表演，共同演绎

了春夏秋冬绮丽的田园。《东方的墨韵》以

中国民族乐器演奏，呈现了一幅雅致唯美

的月夜画卷。探戈、踢踏、非洲鼓舞和中国

扇子舞《彩翼的国度》，跳出世界各国人

民的欢乐和喜悦。 歌曲《月影的深情》演

绎了一幅镜花水月、空灵梦幻的唯美画

境。 中国古典舞《彩蝶的虹桥》，以翩翩

起舞的蝴蝶展现了大自然的五彩斑斓。

各国模特身着参展国名花图案服饰，用

花语共叙友谊。 主题曲《美丽的家园》唱

出对家园的赞美、对自然的热爱、对未

来的希冀、对绿色的承诺。 精彩的演出，

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演出在绚丽的焰火

表演中落下帷幕。

丁薛祥、杨洁篪、黄坤明、蔡奇、王毅、

赵克志等出席上述活动。

胡春华主持开幕式。

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

将于2019年4月29日至10月7日在北京延

庆举行，以“绿色生活，美丽家园”为主

题。 共有约11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

湖北展区展示的“盆景之王”对节白蜡

体现了中国盆景的独特雄浑。

中国馆按照“生生不息，锦绣中华”

的理念， 划分为中国生态文化展区、省

区市园艺产业成就展区、园艺类高校及

科研单位展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插花艺

术展区，是一座会“呼吸”、有“生命”的

绿色建筑。

习近平和贵宾们饶有兴致地观看、

交谈。 习近平指出，中国馆体现了厚重

的地域文化， 讲述了美丽的园艺故事，

汇聚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不仅让

我们欣赏到美妙的园艺，更体现了中国

与世界追求绿色生活、共享发展成果的

理念。

外方领导人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取得的发展成就和园艺师们的匠心技

艺频频称赞，表示希望与中国进一步加

强交流合作，共同建设多姿多彩的美好

家园。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外宾们来

到与会国家综合展示区。 他们依次参观

了柬埔寨、捷克、吉布提、吉尔吉斯斯

坦、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日本、新加

坡和塔吉克斯坦的花坛。10 国花坛由各

国国花、特色花卉设计组成，展示了各

国知名人文景观和自然风貌，象征着世

园会是世界人民友好交流、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盛会。 外宾们感谢中方作为东

道主对各国参展给予的大力支持，祝愿

北京世园会取得圆满成功。

随后，习近平和外方领导人共同出

席“共培友谊绿洲”仪式。

在装扮成北京世园会吉祥物“小萌

花”、“小萌芽”的青少年簇拥下，习近平

和彭丽媛同外方领导人夫妇走向户外

草坪，手持中外国旗和北京世园会会旗

的志愿者们夹道欢迎。 习近平和外方领

导人走到草坪中央的一棵棵西府海棠

前，拿起铁锹，弯腰培土，并拎起木桶为

树苗浇水。 参加“共培友谊绿洲”仪式的

中外领导人合影留念。

丁薛祥、杨洁篪、胡春华、黄坤明、

蔡奇、王毅、赵克志等出席上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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