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穗府信）

据昨天广州市

政府办公厅向媒体发布，2019

年市十件民生实事已于去年12

月底全部优质完成。

广州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 高度重视办好民

生实事， 每年年初将办理十件

民生实事纳入 《政府工作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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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广州市十件民生实事如期优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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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共中央、 国务院10日上午在北

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大会。 习近平、李克强、王沪宁、

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

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 李克强

代表党中央、 国务院在大会上

讲话。 韩正主持大会。

上午10时30分，大会在雄壮

的国歌声中开始。 在热烈的掌

声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首先

向获得201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

技术奖的原中国船舶重工集团

公司第七一九研究所黄旭华院

士和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

所曾庆存院士颁发奖章、证书，

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并

请他们到主席台就座。 随后，习

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

最高奖获得者一道， 为获得国

家自然科学奖、 国家技术发明

奖、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

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讲话中代表

党中央、国务院，向全体获奖人

员表示热烈祝贺， 向全国广大

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向

参与和支持中国科技事业的外

国专家表示衷心感谢。

李克强说， 新中国成立70

年来，我国科技发展波澜壮阔、

成就辉煌。 去年，我国科技事业

再创佳绩， 涌现出一批具有国

际领先水平的成果，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迈向深入， 新动能持

续快速成长。 今年我们将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 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 加快促进科技与经济

深度融合， 为保持经济运行在

合理区间、 推动高质量发展提

供强大动力。

李克强说，要筑牢基础研究

这一科技创新的根基。 加大财政

稳定支持，引导企业等社会力量

增加投入，完善经费保障、成果

评价和人才激励机制， 尊重规

律、宽容失败，支持科研人员心

无旁骛、潜心钻研，创造更多“从

0到1”的原创成果，让“板凳甘坐

十年冷” 的专注得到更多褒奖。

要紧扣经济发展和民生急需把

准科技创新的着力点。 加速产业

升级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成

果转化， 催生更多新产业新业

态。 加大重大疾病防控、环境治

理等研发力度， 让技术贴近群

众、创新造福人民。

李克强说， 要优化科技创

新生态。 发挥企业技术创新主

体作用， 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等减税降费政策， 尊重和保

护知识产权， 提高企业创新的

能力和意愿。 持续推动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促进大中小企业、

高校院所、 普通创客融通创新

和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 提升

创新整体效能。

李克强说， 要增强科技创

新内生动力。 深化“放管服”改

革，拓展科研管理“绿色通道”

和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试

点。 完善科技成果和人才评价

办法，人才不论年龄资历、背景

出身，都应一视同仁、凭本事说

话，让金子都能发光。 大力弘扬

科学家精神， 加强科研诚信建

设。 注重为青年人才挑大梁创

造更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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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伟宗）

昨日， 广州市

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总结大会， 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落实

中央及全省主题教育总结大会

精神，总结我市主题教育成效，

持续推动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 市委书记、市委主题教育领

导小组组长张硕辅出席并讲

话。 省委第一巡回指导组组长

郑朝阳讲话。 市委副书记、市

长、 市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副

组长温国辉主持。 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陈建华、 市政协主席刘

悦伦出席。

张硕辅指出， 按照党中央

统一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在

省委主题教育第一巡回指导组

的指导下， 广州市两批主题教

育已基本结束， 达到了预期目

的， 初心使命不断在党员干部

内心深处筑牢、 在思想深处扎

根。 一是理论武装得到深刻强

化，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自觉性

和坚定性明显增强。 二是思想

政治得到深刻洗礼，做到“两个

维护”的定力和能力明显增强。

三是担当精神得到深刻磨砺，

奋发有为的干劲和迎难而上的

斗志明显增强。 四是人民立场

得到深刻检视，宗旨意识、为民

情怀明显增强。 五是廉洁本色

得到深刻净化， 推进自我革命

的政治勇气明显增强。 六是突

出问题得到深刻整改， 真刀真

枪解决问题的能力明显增强。

这些成效充分证明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满

坚定政治伟力、 鲜明时代伟力

和强大实践伟力， 充分证明党

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主题教育

正当其时、完全正确。

张硕辅强调，通过开展主题

教育形成了新时代深化党的自

我革命、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

深发展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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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习近平出席大会并为最高奖获得者等颁奖

李克强讲话 王沪宁出席 韩正主持

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广州市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

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

推动形成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长效机制

张硕辅郑朝阳讲话 温国辉主持 陈建华刘悦伦出席

信息时报讯

1月10日，全省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总结会议在广州召开。 会议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总结我省主题教育情况，对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巩

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 推动各

项工作落地落实作出安排。 省

委书记李希、 中央主题教育第

九巡回督导组组长杜德印出席

会议并讲话， 省长马兴瑞主持

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玉

妹，省政协主席王荣，中央主题

教育第九巡回督导组副组长朱

先奇，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

记王伟中出席会议。

李希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从新时代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的全局和战略高度，

总结主题教育取得的成效和成

功经验， 对巩固拓展主题教育

成果，不断深化党的自我革命，

持续推动全党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作出部署， 具有很强的政

治性、思想性、理论性、指导性。

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 切实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上来， 全面落实新时

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推动我省

党的建设开创新局面、 取得新

成效。

李希充分肯定全省上下全

面贯彻落实总书记、 党中央决

策部署， 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作为根本任务，把做到“两个

维护” 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最

重要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把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贯穿主题

教育全过程，把学习教育、调查

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通

起来一体推进， 着力解决群众

最急最忧最盼的紧迫问题，深

入推进清正廉洁教育，推动“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取

得扎实成效。

李希强调， 要深入总结主

题教育基本经验， 形成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长效机制。 一是必

须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广东一切

工作，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对广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 不断提高理论素

养、政治素养，打牢坚实的思想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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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会议在广州召开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总结大会重要讲话精神

李希杜德印马兴瑞李玉妹王荣朱先奇王伟中出席会议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穗府信 ）

昨天下午，广

州市政府参事、 市政府文史研

究馆馆员聘任活动暨座谈会在

市政府礼堂举行。 市长温国辉

向新聘任的参事、 馆员颁发聘

书。 市政府秘书长陈杰宣读聘

任文件并讲话。 新聘任的参事、

馆员代表作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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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新聘任一批政府参事、文史研究馆馆员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穗府信 ）

昨天下午，广

州市市长温国辉主持召开市政

府常务会议， 研究部署加快生

物医药产业发展、 景观重要节

点户外广告设置规划、 规范市

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 生活垃

圾收运处理系统规划建设、医

养结合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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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国辉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

加快推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规范重要节点户外广告设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