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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指出，要深入推进党中央交

付给上海的三项新的重大任务落实。 上

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要进行更深

层次、更宽领域、更大力度的全方位高

水平开放，努力成为集聚海内外人才开

展国际创新协同的重要基地、统筹发展

在岸业务和离岸业务的重要枢纽、企业

走出去发展壮大的重要跳板、更好利用

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通道、参与国

际经济治理的重要试验田，有针对性地

进行体制机制创新， 强化制度建设，提

高经济质量。 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

要坚守定位，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支持

和鼓励“硬科技”企业上市，强化信息披

露，合理引导预期，加强监管。 长三角三

省一市要增强大局意识、 全局观念，抓

好《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

要》贯彻落实，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区

域、重大项目、重大平台，把一体化发展

的文章做好。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 强化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积极配置

全球资金、信息、技术、人才、货物等要

素资源，以服务共建“一带一路”为切入

点和突破口，加快提高上海金融市场国

际化程度。 要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

努力实现科学新发现、 技术新发明、产

业新方向、 发展新理念从无到有的跨

越，成为科学规律的第一发现者、 技术

发明的第一创造者、 创新产业的第一

开拓者、 创新理念的第一实践者， 形

成一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原

创性成果， 突破一批卡脖子的关键核

心技术。 要强化高端产业引领功能，

坚持现代服务业为主体、 先进制造业

为支撑的战略定位， 努力掌握产业链

核心环节、 占据价值链高端地位。 要

强化开放枢纽门户功能， 坚持以开放

促改革、 促发展、 促创新， 勇敢跳到

世界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去搏击风浪、

强筋壮骨。

习近平强调， 要扎实推进党的建

设。 各级党组织要在巩固和拓展第一批

主题教育成果的同时，抓好第二批主题

教育， 并通过健全制度、 完善机制，使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个党的建设的

永恒课题、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常抓常

新。 开展主题教育不能学归学、说归说、

做归做，衡量实际成效的根本标尺就是

解决问题、推动事业发展。 第二批主题

教育重点在基层， 在群众家门口开展，

更要求真务实，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

改，让群众感受到新变化新成效。 各级

领导干部要勇于担当、攻坚克难，在改

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中经受严格的思

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 要以提升

政治功能和组织力为重点， 在强基础、

补短板上下功夫，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

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

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

展的坚强战斗堡垒。

习近平强调，上海是我们党的诞生

地， 党成立后党中央机关长期驻扎上

海。 上海要把这些丰富的红色资源作为

主题教育的生动教材， 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

放史，让初心薪火相传，把使命永担在

肩，切实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

程中奋勇争先、走在前列。

丁薛祥、刘鹤、何立峰和中央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治理能力和水平

（上接

A02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穗发宣

粤省情）

2020年广州市十件民生实事

第二轮“票选”活动正式启动！ 从今天

至11月10日， 市民可以通过网站、报

纸、微信、电邮等方式，从上一轮“海

选”出来的建议中，选出自己心目中最

希望政府明年做好的十件民生实事。

此前7月份进行的第一轮无导向

意见征集广开渠道， 采用了市民“海

选”、互联网舆情大数据分析、市政府

舆情每日快报等多种方式， 共征集到

29666份意见和建议。 同时，广州市发

展改革委继续结合12345政府服务热

线电话约950万条来电所反映的全市

社会民生领域较为集中的市民意见，

形成了2020年度民生实事事项遴选基

本线索。

通过对首轮征集的市民意见和建

议进行梳理，归纳成交通领域、社会保

障、文化教育、卫生健康等11个大类，

包含提升公共交通发展水平、 完善社

会保障体系等83个小类的问题。 市民

意见及需求集中在公共交通、 就业保

障和社会保障三个领域；文化教育、环

境整治、社会治安提及率也较高。

9月，广州市发展改革委将第一轮

“海选”梳理情况通报给各区政府和市

各有关单位，并针对交通、教育、环境

整治等民生热点问题与相关部门进行

深入沟通交流。 各单位初步拟定了市

民较为关心、政府部门能操作实施，涵

盖了民生十大领域的21条候选事项，

现向市民进行第二轮意见征集。

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 市发

展改革委继续开通微博、微信等渠道，

实时、互动地听取和收集公众意见。 今

年通过微信公众号参与投票的市民将

有机会在线领取微信红包。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晏文龙 通讯员

广大宣）

昨日，广州大学举行新结构经

济学研究中心

（以下简称 “研究中心 ”）

揭牌仪式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长期

经济增长”研讨会，世界银行前高级副

行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

长林毅夫为中心揭牌并作主题演讲。

林毅夫以“新结构经济学：新古典

经济学的结构革命” 为题作主题演讲。

林毅夫说，1950年以来， 两次经济学理

论的革新并没有帮助发展中国家很好

的解决现实问题，反而使其迷失。 反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包括中国在内的

少数几个成功的经济体，他们能够取得

成功，采取的都是主流思潮下“错误理

论”的方法。 由此，构建适合中国发展的

理论， 不能滑向政府或市场的极端，而

应该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制

度前提下进行。 新结构经济学正是基于

这样的观念提出，林毅夫解释道，它关

注的是经济体在当下时间段资本、劳动

力、 自然资源等要素禀赋的具体结构，

据此再决定哪些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只

有根据给定的要素禀赋配置资源，才有

机会获得快速发展。 林毅夫认为，发达

国家是平面空间， 而发展中国家存在

“高低起伏” 的不同平面，“世界是三维

的”， 应该把结构的差异性及其影响引

进现代经济学的各个子领域。

林毅夫表示，研究中心应深入关注

大湾区经济增长，成长为岭南地区富有

代表性的学术研究基地和旗舰型智库。

信息时报讯 （记者张玉琴 通讯

员 范敏玲 杨璟普 古钦宏）

昨日，由

广东省大湾区集成电路与系统应用

研究院

（以下简称大湾区研究院）

、

上海利正卫星应用技术有限公司联

合研制的“黄埔一号”先导技术验证

载荷， 搭载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在

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开展

系列在轨实验验证工作。

“黄埔一号”卫星载荷是粤港澳

大湾区首个天基信息服务系统———

“大湾智通”商业低轨星座的首发实

验载荷， 主要是验证综合化载荷的

导航增强功能在地面系统的支持

下，完成对地面导航用户的信息、信

号一体化增强， 提升地面导航终端

的定位精度及收敛速度。

“大湾智通” 星座是由黄埔区、

广州高新区大力支持和推动建设的

天基信息服务系统， 规划由90颗低

轨小卫星组成。近年来，随着低轨商

业卫星星座的兴起， 基于低轨小卫

星星座提供的通信和信息服务成为

国内外研究热点。 具有综合化服务

能力的低轨卫星， 更有潜力为全球

各类用户提供更广泛、 更多样化的

数据服务。

据悉， 广东省大湾区集成电路

与系统应用研究院落户在黄埔区、

广州高新区， 是中国科学院集成电

路创新研究院（筹）与广东省共建的

高水平研究机构，于今年 8 月成立。

遴选出21条候选事项，广州启动第二轮十件民生实事征选

请你选出明年最想解决的民生实事

1.对交通拥堵点实施微改造，缓解道路拥堵

2.优化调整公交线路，提高郊区公交覆盖率

3.加强出租车行业服务监管，提升出租车服务水平

4.实施失业保险技能提升补贴，加强失业保险救助

5.加强人才政策和就业指导信息宣传，简化高校应届毕业生入户手续，不

断优化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环境

6.大力推进医养结合，增加家庭养老试点床位，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7.简化社保办事流程，全面推广电子社保卡，提高社会保障服务能力

8.规范家政服务业发展，提升家政服务供给规模和质量

9.推进校园功能微改造，重点推进学校厕所、食堂、医务室、校园安全、用电

增容、风雨连廊、实验室等功能性改造

10.加强环境污染整治力度

11.打击各类刑事犯罪活动，加强社会治安工作

12.开展整治不文明养犬行为专项行动

13.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在全市农贸市场、商场超市、冷库冻库、学校等

场所开展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

14.提升3岁以下幼儿托育服务质量，促进托育行业健康发展

15.加快居民健康电子档案建设，提高健康电子档案共享水平

16.开展免费新生儿疾病筛查，对全市5万45-74岁常住人口开展大肠癌筛查

17.增加公租房、共有产权住房、人才公寓供给，构建更完善的安居保障体系

18.继续推进老旧小区微改造，加快对老旧居民住宅共用用水设施改造

19.逐步提高困难残疾人补贴水平；为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提供12年免

费教育

20.提高残疾人就业补贴，加大对残疾人就业援助力度

21.提高政务服务水平，创新便民利企审批服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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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成立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

“黄埔一号”卫星载荷发射成功

问卷提交方式：

1、登录活动网站（www.gdsqfb.org.cn）或关注微信

（公众

号：

gdsqzx

）

在线填写

2、在报纸上直接填写并以平信方式邮寄到广州市天河北

路371号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505室

（

510620

）

。

3、发送电子邮件

（

gdsqfb@163.com

）

表达您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