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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5月6日，省委

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

开， 学习贯彻中央有关文件精

神， 总结2018年我省党建工作

情况， 部署2019年党的建设工

作。会议还审议了《省委党的建

设工作领导小组工作规则》《省

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19

年工作要点》 等文件。 省委书

记、 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组长李希主持会议， 省委副

书记、深圳市委书记、省委党的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

王伟中出席会议。

李希强调， 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视

察广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 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

党的建设总要求， 坚定不移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 努力推动全

省各级党组织全面进步、 全面

过硬， 为在新起点上开创广东

工作新局面提供坚强政治保

证。 一要强化思想理论武装，

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

走、 往心里走、 往实里走。 二

要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严明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营造风清

气正的政治生态， 以正确的认

识和行动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 三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

工作责任制， 加强正面宣传引

导， 强化阵地建设管理， 坚决

守好意识形态安全“南大门”。

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

路线， 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

向， 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 坚

持严管和厚爱结合、 激励和约

束并重， 教育引导广大干部在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打好“三

大攻坚战” 等重大任务中砥砺

品质、 增长才干， 建设忠诚干

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五

要深入实施基层党建三年行动

计划， 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

突出政治功能， 统筹推进各领

域基层党组织建设， 大力推进

社会组织、 新兴领域党的建

设， 把基层党建与改革发展稳

定各项工作结合起来， 打造坚

强战斗堡垒。 六要坚持严字当

头正风肃纪反腐， 打好作风建

设持久战，深化政治巡视，推进

巡视巡察全覆盖，坚定不移“打

虎”“拍蝇”“猎狐”，深入实施基

层正风反腐三年行动。 七要深

刻认识党面临的长期执政考

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

验、 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

复杂性，切实加强自身建设，防

止被“围猎”。 八要切实扛起管

党治党政治责任， 把党的建设

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省委党的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要做好统筹

规划、指导协调、督查考核，各

级党委

（党组）

要切实负起抓党

建的主体责任，党委

（党组 ）

书

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

责。

省领导张义珍、何忠友、施

克辉、傅华、郑雁雄，省委党的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其他成员等

参加会议。

徐林 岳宗

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推动全省各级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李希主持 王伟中等出席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奚慧

颖 见习记者 刘俊 ）

昨晚，广

州市港务局与荷兰鹿特丹港

签署友好港协议书。 2019 年

世界港口大会今日正式开幕，

届时，广州港还将与巴西阿苏

港、斐济苏瓦港

（已电子签 ）

、

印尼丹戎不碌港

（续签 ）

现场

签署友好合作协议，广州港朋

友圈好友将增至 47 个。

作为东道主的广州港，近

年来围绕“一带一路”和广州

国际航运枢纽建设，重视在友

好城市的框架下发展友好港。

在本次大会前，广州港已与全

球 45 个港口缔结友好合作关

系，遍布全球五大洲。

在此次友好港签署仪式

上，广州市港务局局长陈洪先

表示，未来，广州港与鹿特丹

港将在增进人员交流培训、加

强航线开通、推动绿色智慧港

口发展等方面开展务实性合

作，期待双方在友好港合作框

架下， 推动两港在更高水平、

更广领域的交流合作，实现两

港共同发展。

荷兰鹿特丹港集装箱业

务商务总监高汉思表示，友好

港协议最激动人心的两个方

面是数字化和绿色港口，数字

将帮助港口更高效；而专注于

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的绿色

港口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合作。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

琴 通讯员 曾妮 黄于穗 赖斯

麒 ）

2019年世界港口大会开

幕前夕，记者走进黄埔临港经

济区，深入了解黄埔港这座千

年古港如何从有形港到无形

港、从工业港到文化港、从机

械港到智能港的蝶变。

临港片区可谓是“一月一

变化”。 黄埔港首个地标建筑

华南国际港航服务中心，目前

企业入驻已超过三分之二，华

南国际港航服务中心二期也

接近完工。宽阔的珠江后航道

上，江心的洪圣沙岛有43万平

方米土地已交由政府收储，将

开发休闲旅游、 科创文艺、高

端商务等产业。 与琶洲、金融

城互为“金三角”的“鱼嘴”位

置，广州日报科技文化中心已

落户……

岸线，对于广州这座“因

水而名、因港而兴”的城市来

说，是最重要的开发资源。 黄

埔临港经济区，被称为“最后

的十公里黄金岸线”。由此，黄

埔区、广州开发区将加快推动

临江大道东延线建设，高效串

联珠江新城中央商务区、广州

国际金融城和黄埔港，统筹黄

埔港各功能组团，不断提升城

市品味和综合竞争力，进一步

助力打造最美珠江东十公里

未来段。

据了解，黄埔临港经济区

自启动开发以来，现代航运产

业加速聚集，新增各类航运企

业超400家。 2015年至今，临港

区域内新增注册资金500万元

以上企业1500余家，总注册额

超186亿元人民币， 中外运等

航运巨头在此设立总部或区

域总部；2018年来开展原黄埔

片区土地收储地块共20宗、面

积约309公顷； 广州市三旧改

造政策实施后第一个获批的

旧城改造项目———鱼珠旧城

改造项目，签约率已突破70%。

广州港与鹿特丹港签署友好港协议书

2019世界港口大会今日开幕

黄埔港将打造最美珠江十公里未来段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昨日，以“共享亚洲美食文化，

推进文明交流互鉴” 为主题的

广州亚洲美食节香港新闻发布

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2019

香港国际餐饮及酒店设备展览

会HOFEX”现场举行，吸引了

来自全球的餐饮业界专家和学

者近500人出席参与。

活动现场， 广州市委宣传

部相关负责人向海内外嘉宾和

游客发出热情邀请： 广州已经

准备好了， 诚挚邀请大家来广

州，品尝亚洲美食，共享美食文

化盛宴，感受花城美丽魅力，尽

享粤港澳大湾区的独特精彩。

作为广州亚洲美食节广州、佛

山（顺德）、香港、澳门系列推广

活动的第二站活动， 香港发布

会现场，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徐咏虹与香港、澳门、佛山

顺德的代表一起， 共同参加启

动仪式， 表示将共建世界美食

之都。 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

做了广州亚洲美食节主题发

布。 来自广州的金牌导游还进

行了广州城市形象的宣传推

介，受到了现场观众的好评。

现场还举行了“亚洲美食

文化融合与发展”的主题沙龙，

中国烹饪协会香港荣誉副会长

梁震宇、 香港树仁大学教授高

崇等多位来自广州、香港、澳门

的业界大咖和高校学者热议亚

洲美食文化， 认为通过广州亚

洲美食节， 能进一步推广大湾

区人文建设， 向世界传递亚洲

美食文明之美。

昨天的发布会现场，广州、

香港、澳门、佛山

（顺德）

四地代

表共同参加启动仪式， 表示将

共建世界美食之都， 也体现了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中“支持香港、澳门、广州、佛山

（顺德）

弘扬特色饮食文化，共

建世界美食之都”的具体举措。

今年2月颁布实施的《粤港澳大

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作出了共

建人文湾区的部署， 要求广州

积极推进与香港、 澳门、 佛山

（顺德）

共建世界美食之都。 为

落实这一部署安排， 广州专门

在世界美食集锦中设立了粤港

澳大湾区特色美食的展区。“广

州举办亚洲美食节不仅仅是广

州一城之事， 也是粤港澳大湾

区在推进人文湾区建设上的一

次重大机遇， 我们希望能够通

过这次机会， 与香港在经济发

展、 人文交流上展开更深层次

的合作， 在湾区建设的道路上

携手共进。”广州市委宣传部相

关负责人表示。

广州亚洲美食节新闻发布会在香港举行

穗港澳禅四地将共建世界美食之都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

讯员 穗府信）

昨天下午，广州市

市长温国辉到越秀区花果山片

区，就该片区规划建设及超高清

视频产业发展进行调研。

温国辉来到环市中路花果

山片区， 察看片区内单位和居

民社区现状， 在广州广播大厦

超高清视频设备演示厅， 了解

花果山片区规划， 察看超高清

视频制作区、5G展示区、 虚拟

演播室， 随后到即将举行的

2019世界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

大会“全球超高清产业应用”分

论坛会场，了解筹备情况，并召

开现场办公会， 听取相关工作

汇报， 就重点难点问题进行研

究协调。

温国辉指出， 越秀区花果

山片区规划建设及超高清视频

产业发展， 是提升广州城市综

合功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发

展现代服务业、 奋力实现老城

市新活力的重要举措。 要加强

统筹协调， 及时解决片区规划

建设和产业发展中遇到的问

题。要坚持规划引领，对花果山

片区、 广州火车站周边及流花

地区的规划进行高标准、 长远

深入的研究，优化产业布局，做

好交通组织，完善配套设施。花

果山片区要大力发展新业态、

新模式， 重点围绕超高清视频

产业进行招商引资， 面向国内

外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引进龙

头企业， 带动超高清视频产业

在技术应用、内容制作、贸易服

务等各方面的全产业链集聚发

展。要深化运营模式研究，统筹

该片区的规划设计、投资建设、

运营管理， 高水平推进花果山

片区建设和产业发展。

温国辉到越秀区花果山片区调研

规划引领 加强统筹

推动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