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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开幕，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

今年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全面完成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 1 月 14 日，省长马兴瑞在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
报告。 报告指出，广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2019 年预计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超 10.5 万亿元，同比增长 6.3%左右。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要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十四五”发展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打好
基础。 报告指出，今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预期增长 6%左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深入推进，要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全面完成！
本版统筹 信息时报记者 何小敏

回顾2019
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长8.6%
2019年，广东坚持稳字当头，及时采
取措施顶住经济下行压力，促进经济运行
保持在合理区间。 预计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10.5万亿元以上、同比增长6.3%左右，佛山
成为广东省第三个经济总量过万亿元的
城市。
2019年， 广东落 实国 家 减 税降 费 政
策，新增减税降费达3000亿元。 出台实施
促进消费的29项措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达4.26万亿元、增长7.9%，网上零售额、
快递业务量分别增长19.3%、29.2%。着力增
强市场活力，新登记市场主体221万户、总
量超1200万户， 进入世界500强企业达13
家。 落实“促进就业九条”，城镇新增就业
14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2.25%，就业形势
保持稳定。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89万
元、增长8.6%左右。
广东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全省财政民
生类支出1.21万亿元。 教育方面，公办园和
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幼儿占比提高至78%，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4个百分点。

大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广东充分发挥利好叠加的“双区驱动
效应”，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扎实推进。 广东大力
推进三地规则衔接，境外高端紧缺人才个
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全面落实，首期 200 亿
元的粤澳合作发展基金运作顺利， 建筑、
旅游、 医疗等职业资格认可取得新进展。
一批创新项目落地建设，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加快推进。 民生领域合作取得新进展，
港澳创业者纳入内地创业补贴扶持范围。
2019年，预计全省研发经费支出2800
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2.8%，区域
创新综合能力保持全国第一。 当前全职在
粤工作两院院士达89人。 广东4K电视产
量、5G基站数量均居全国第一， 粤芯12英
寸晶圆等项目建成投产。 企业创新能力增
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超5万家。

超九成相对贫困村
达出列标准
去年，广东三大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
其中，精准脱贫扎实有效，累计近 160 万相
对贫困人口实现脱贫，90%以上相对贫困
村达到出列标准，
“
两不愁、三保障”总体实
现。 深入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 协助四省
区 110 多万人脱贫。 对口支援西藏、新疆、
四川甘孜工作扎实推进。
污染防治攻坚战也取得突破性进展。
其中，大气质量持续改善，PM2.5 年均浓度
下降到 27 微克/立方米。
天气：多云，13℃~24℃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何小敏 孙小鹏 王智汛 李丹

展望2020
主要预期：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报告指出，今年广东省经济社会
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
值增长6%左右；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增长4%；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7.5%，外贸
进出口稳中提质、实现正增长；城镇
新增就业120万人， 城镇调查失业率
和城镇登记失业率分别控 制 在5.5%

和3.5%以内；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5%
左右；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
同步；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下降
3%，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下降。

部分重点工作
区域发展：

支持广州建设
国家人工智能和数
字经济试验区
今年，广东将深入推进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与港澳共同打造世界
级创新平台和增长极。 加强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完善港澳机动车便利
入出内地政策措施。 加快南沙国际
航运贸易枢纽建设，积极争取前海
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扩区。 抓好
中新（广 州）知识城等重大平台建
设。 全面落实中央惠港惠澳政策，
实施“湾区通”工程，大力推进港澳
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建设，推动在粤
工作生活的港澳居民民生方面享
有本地市民待遇，积极推进粤港澳
合作办学、合作办医，强化生态环
保合作，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
生活圈。
报告还指出，要全力支持深圳
先行示范区建设。 同时，以支持深
圳同等力度支持广州，强化省会城
市、 产业发展和宜居环境功能，建
设现代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全面提
升城市发展能级。 支持广州建设国
家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试验区，打
造国际综合交通枢纽和教育医疗
中心，增强综合城市功能。 支持广
州提升城市文化综合实力，建设高
水平文化产业基地和体育名城，以
“
绣花”功夫提升城市品质。 支持广
州打造老城市商贸业转型升级范
例，提升金融、会展等发展水平，建
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服务业
强市。
广东还要完善跨珠江口通道
和珠三角城际轨道网络规划，深入
推进广佛全域同城化、 广清一体
化，加快广佛肇、深莞穗、珠中江三
大都市圈建设。 支持汕头、湛江建
设省域副中心城市， 探索推动广
州、深圳与湛江、汕头深度协作，形
成“双核+双副中心”动力机制，建
设汕潮揭城市群和湛茂都市圈。
此外，报告还指出，加快推进
新型城镇化， 放开放宽除广州、深
圳以外的城市落户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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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建成广州南沙港铁路
经济发展， 基础设施要补短板。
报告指出，广东要加快完善高快速交
通体系，推进广汕汕、广湛、赣深等高
铁建设，力争今年开工建设深茂铁路
深江段、深南高铁江肇段、深汕高铁、
揭阳疏港铁路、瑞梅铁路，建成广州

南沙港铁路、 广州东北货车外绕线、
广清城际一期。
开工建设黄茅海通道、 南沙至
中山等高速公路。 推进广州白云国
际机场三期、 珠三角枢纽机场前期
工作。

促进消费：支持广深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报告指出， 要完善政策措施，培
育消费热点。 积极推动汽车消费升
级，鼓励以旧换新，着力解决停车场、
充电难题，推进全省干线高速公路服

务区充电设施全覆盖。此外，要积极培
育壮大新兴消费，加快开发智能终端、
可穿戴设备等信息消费产品。 支持广
州、深圳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脱贫攻坚：确保相对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
报告指出， 要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如期
全面完成。加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
作力度，确保相对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相对贫困村全部出列。 同时，要及时做
好返贫人口和新发生贫困人口的监测
帮扶，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此外，扎实推动东西部扶贫协作。

现代服务：筹建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
广东将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其
中， 要稳步推进 5G 通信网络建设，
年内新建 5G 基站 4.8 万个， 基本实
现珠三角中心城区连续覆盖。大力发
展现代金融，筹建大湾区国际商业银

行、国际海洋开发银行，促进地方法
人金融机构做优做强。在优化营商环
境方面，要加快清理与企业性质挂钩
的歧视性规定和做法，保障民营企业
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进一步放宽
市场准入，保护外资合法权益。

教育发展：推进大湾区大学筹办工作
教育、 医疗与群众生活息息相
关。广东将全面提升各级各类教育质
量， 力争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 50%。
积极推进大湾区大学、 深圳理工大
学、中山科技大学等筹办工作。 大力

发展技工教育，推动符合条件的技师
学院纳入高等学校序列。 医疗方面，
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扩大药品集
中采购和使用品种范围，努力缓解群
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政府建设：探索跨领域跨部门综合执法
新形势新任务对政府工作提出
了更高要求。 广东将落实政府法律
顾问制度， 推动政府工作全面纳入
法治轨道。 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坚决取消不必要的、 交叉重复的执

法事项， 探索实行跨领域跨部门综
合执法， 建设全省统一的行政执法
信息平台和行政执法监督网络平
台， 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
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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