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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听取广州市政府下半年工作安排报告

广州下半年全面布局5G网络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何小敏

广州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7.1%，日均新增企业 897户。 昨日，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听取了广州市

市长温国辉所作的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上半年工作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安排的报告。 据悉，下半年，广州将聚焦办好 6件事。

上半年，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1.18 万亿元， 同比增长 7.1%； 地

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77.88 亿元，

增长 1.3%；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1536.44 亿元， 增长 21.7%； 城

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3%， 与

全年控制目标持平； 城镇登记失

业率2.2%， 低于全年 3.5%的控制

目标。

在大湾区建设方面， 筹建大湾

区国际商业银行和创新型期货交

易所。 新设港澳企业362家， 增长

9.7%； 投资额180.16亿美元， 增长

3.2%。 在穗的6480名港澳居民同等

享受养老保险、 15000多名港澳居

民和学生同等享受医疗保险。

广州还多措并举防风险稳增长。

新增就业15.68万人， 增长 19.4%。

全面落实国家减税降费， 修订促进

民营经济、 制造业发展政策举措。

新增减税320亿元， 306.4万人工薪

所得不再缴纳个人所得税。

上半年工作情况

上半年，广州继续坚持以创新引

领高质量发展。新申报高新技术企业

逾2000家，新发放“人才绿卡”802张，

建成5G站点5078座。

同时， 优化提升现代服务业，推

进全域旅游建设，邮轮进出港旅客全

国城市排名第二， 旅游业总收入

1742.85亿元，增长11.9%。 广州还加

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全市

新增市场主体22.17万户，增长4.75%，

其中新增企业 16.24万户 ， 增长

10.85％，日均新增企业897户。

现代化交通基础设施方面，港口

实现货物吞吐量 3.07亿吨， 增长

9.2%； 集装箱吞吐量1113.82万标箱，

增长 5.3%。 机场实现旅客吞吐量

3564.64万人次，增长4.2%，其中国际

旅客增长9.1%。

日均新增企业

897

户

围绕建设美丽花城， 提升城市品

质， 广州实施363个城市更新项目，

已完工114个， 新开工18个。 推进685

个老旧小区微改造， 已完工145个。

环境治理方面，加大控违治乱力

度，查处市容“六乱”行为50万宗，拆

除违法建设面积2809万平方米，完成

全年任务的62.4%。 强化水污染防治，

全市147条黑臭水体中142条达到不

黑不臭目标。 深化大气污染防治，

PM2.5平均浓度29微克/立方米，空气

优良天数比例达到90.6%。 持续推进

“厕所革命”，新改建各类公厕254座。

广州还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提

高城乡居民收入，城乡常住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到3.42万元和1.54万元，

分别增长8.5%和10.3%。加快教育现代

化， 新增公办幼儿园学位2.1万个、中

小学学位14.32万个，华南理工大学广

州国际校区开始招生。

新增中小学学位

14.32

万个

1.

聚焦大湾区建设谋发展

下半年，广州将抓紧申报中新知识城、

南沙粤港深度合作园、 琶洲人工智能与数

字经济试验区等建设方案。 抓好制度规则

衔接、穗港澳合作事项、重点项目等3个清

单任务落实。 抓好重大平台和标志性项目

建设，加快推动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穗

港澳国际健康产业城等16个重大合作平台

建设。

2.

稳增长全面布局

5G

网络

下半年， 广州将出台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建设行动方案。 促进商旅文融合，优化提

升天河路、北京路、珠江新城等重点商圈建

设，打造一批夜间经济集聚区。用好新增中

小客车增量指标、二手车出口试点等政策。

同时，全面布局5G网络，力争建成5G宏基

站1万座。 开展碳排放权抵质押融资试点，

推荐更多创新企业到科创板上市。

3.

聚焦改革创新引才引智

广州将支持企业开拓“一带一路”沿线

市场，加大中欧班列开行密度，大力发展市

场采购、保税物流、汽车平行进口等外贸新

业态。 同时，创新人才政策，力争引进一大

批国际一流的人才、团队、技术、项目。

4.

提升城市功能推进微改造

下半年将推进151个老旧小区微改造。

确保恩宁路二期改造、海珠广场提升优化、

芳村大道南快捷化改造9月底前完工。 全面

完成4500万平方米拆除违建任务。 坚决打

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建成5座资源热

力电厂，大力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5.

聚焦民生扩大学位供给

广州将继续扩大公办幼儿园、 优质基

础教育学位供给。 加大集团化办学支持力

度。 出台实施加快医疗高地建设方案，推进

医养结合、智慧医疗建设。 建立全生命周期

医养模式。 完善立体化信息化治安防控体

系，加快推进公交车安全员配备。

6.

聚焦自身

推进“数字政府”建设

广州还将全面加强政府系统党的建

设，持续推进正风肃纪。 力戒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 加快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提高政

府服务效能。

南沙区区长董可在会上报告

了中国

（ 广东）

自由贸易试验区广

州南沙新区片区工作推进情况。

董可介绍，2014 至 2018 年， 南沙

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1%，税收

总额年均增长 13.3%。 进出口总额

占全市 1/5，年均增长 12.2%。南沙

港区集装箱吞吐量年均增长

8.8%，货物吞吐量年均增长 8.5%。

注册企业由 8400 户增加到 90535

户，增长近 10 倍，累计引进 146 个

世界 500 强企业投资项目。

今年 1~6 月，地区生产总值同

比增长 9.4%，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增长 14.6%， 增速均居广州市第

一。 科技创新方面，广州南沙科学

城和中科院广州明珠科学园首批

项目计划今年 9 月动工。 南沙在

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也成绩不

俗， 预计 2020 年人工智能产业规

模将超 300 亿元。

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建设

步伐加快。 其中新鸿基交通枢纽

综合体已开工，香港科技大学（广

州）计划今年 9 月底动工。

新增减税

320

亿元

前

6

月南沙

GDP

同比增长

9.4%

据介绍，南沙国际航运枢纽功

能持续提升。 2018 年，南沙港区实

现集装箱吞吐量 1566 万标箱、增

长 11.4%，助力广州港集装箱吞吐

量跃居全球第五； 今年 1-6 月集

装箱吞吐量 803.76 万标箱， 同比

增长 6.75%。 南沙港铁路等项目顺

利推进， 国际邮轮母港今年 11 月

建成运营。

南沙外贸新业态集聚发展。今

年 1~5 月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

52.1 亿元， 增长 25.4%。 今年 1-6

月， 南沙平行进口汽车到港 6373

辆，居全国第二。

南沙还加快建设重大交通基

础设施， 广深港高铁开通， 南沙

大桥建成通车， 深中通道、 深茂

铁路、 地铁 18 和 22 号线等项目

加快建设。 加快建设公共服务体

系， 广州外国语学校及其附属学

校、 广州修仕倍励国际实验学校

等优质教育资源落户南沙。 全省

唯一的国家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启

动建设。 智慧交通示范区启动建

设， 北斗城市应用示范工程等项

目加快建设。

国际邮轮母港

11

月建成运营

主要数据

￥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1.18万亿元，同比增

长7.1%。

●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3%，与全年

控制目标持平；城镇登记失业率2.2%，低于全

年3.5%的控制目标。

●新增就业15.68万人，增长19.4%。

●新增减税320亿元，306.4万人工薪所得不再缴纳个人所得税。

●新申报高新技术企业逾2000家，新发放“人才绿卡”802张，建成

5G站点5078座。

●全市新增市场主体22.17万户， 增长4.75%， 其中新增企业

16.24万户，增长10.85％，日均新增企业897户。

●实施363个城市更新项目，已完工114个，新开工18个。

●推进685个老旧小区微改造，已完工145个。

●城乡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42万元和1.54万元，分别

增长8.5%和10.3%。

●新增公办幼儿园学位2.1万个、中小学学位14.32万个。

自贸区建设

下半年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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