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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风清羊）

9 月 15 日、16 日，由广州市委

网信办主办的“新穗新彩 活力广州

2020”网络主题采访活动举行，近 30 家

媒体走访了广州市人工智能和科技创

新方面代表性单位、企业。 记者获悉，

今年以来广州市已为企业减负超 480

亿元。 广州市还将争取年内实施优化

营商环境条例， 努力在对接国际通行

营商规则上迈出更大步伐。

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

市科技局党组成员、 总工程师林

焕绪介绍， 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

的“全球创新指数”中，广州实现了连

续 4 年大幅跃升，今年，广州首次与深

圳、香港组合，形成“深圳-香港-广州

集群”，排名全球第 2。 近年来，广州探

索并形成“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

发展、人才支撑、生态优化”全链条创

新发展路径。

林焕绪说， 广州汇聚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构建以明珠科学园为主阵地、

以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等 4 个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为前沿研究战略支撑、

以生物岛等 4 个省实验室为原始创新

主力军、 以多个高水平创新研究院为

技术供给主平台的“1+4+4+N”创新平

台体系。 全力建设广州国家新一代人

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 广州高新技

术企业从 2015 年的 1919 家，增长到目

前超过 12000 家。 目前在广州工作的

“两院”院士 102 人，国家级人才工程入

选者 598 人，颁发人才绿卡 7000 张。

接下来，广州将以科技赋能老城市

新活力，奋力实现“四个出新出彩”，加

快建设具有独特魅力和发展活力的国

际大都市、科技创新强市。

今年已为企业减负超 480亿元

市大湾区办常务副主任、市发改委

副主任陈建荣介绍，广州市先后实施了

营商环境 1.0、2.0、3.0 改革，从“聚焦行

政审批领域简政放权”到“推动十大重

点领域营商环境攻坚工程”，再到“全面

对标世行评估和国家评价实施跨部门

革命性流程再造”，实现营商环境改革

“三级跳”，着力打造全球企业投资首选

地和最佳发展地。 今年上半年，市场主

体新增 22 万户，逆势增长 13.1%。

广州市加大减税降费力度，今年以

来为企业减负超 480 亿元，减免全市各

类租金累计超 20 亿元、 惠及市场主体

10 万多户。 同时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

度， 为新开办企业免费发放 4 枚印章、

税务 Ukey，实现“零成本”，全年预计总

共为企业节约成本 1.7 亿元。 在中国社

科院发布的“由市场主体打分、民营企

业家说了算”的全国营商环境评价中，

广州综合排名第一。

“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 ”

陈建荣表示，广州市将坚持市场评价是

第一评价、企业感受是第一感受、群众

满意是第一标准，把全面优化营商环境作

为全局性、先导性和基础性工作来抓。

下一步，广州市将力争企业全生命

周期办事环节、时间、成本进一步压减

和优化。 在简政放权、流程再造、信息

共享等方面持续改革攻坚，以数字技术

推动跨部门革命性流程再造，真正做到

改革措施与企业感受同频共振。 最大

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

重点围绕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

据等五大要素流通中存在的体制机制

障碍，积极探索开展首创性、差异化改

革举措，争取国家支持试点先行，着力

打造全球资源要素配置中心。

陈建荣说，广州市还将完善涉及营

商环境的制度体系，争取年内实施广州

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努力在对接国际

通行营商规则上迈出更大步伐，加快建

设适宜开放创新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全力构建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

环境。

广州已实现营商环境改革“三级跳”，高新技术企业增至超1.2万家———

争取年内实施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媒体采访团走访科创企业

媒体采访团先后走访了广州人工

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 广州联通

5G+创新中心、虎牙广州、爱范儿

（未

来社 ）

、三七互娱、佳都科技、极飞科

技、网易等单位、企业。

在广州联通 5G+创新中心，5G+

无人驾驶、5G+智慧警务等产业应用

展示应有尽有。 戴上一副眼镜就能精

准识别对方身份，5G 技术为智慧警务

带来新便利。 在虎牙广州，“AI 数字

人”通过对真人扫描，构建数字人，虚

实结合， 为直播等产业拓展了新的可

能性和想象空间。在多家科技公司，智

能轨道交通、 智慧农业技术等众多创

新成果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活力。

广州市中院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新闻发布会

广州法院受理涉黑涉恶案的一审结案率达98.51%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

员 黄乾 李倩雯 ）

昨日， 广州市中院

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新闻发布

会， 通报广州法院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的最新情况， 并发布三件由基层

法院办理的涉黑犯罪典型案件。 这也

是广州中院在今年举办的第 2 场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新闻发布会。

广州中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吴筱

萍在通报中指出， 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截至今年 8 月底， 全市法院共受理一

审、 二审涉黑涉恶案件 679件 3948人，

已审结 660 件 3683 人； 其中， 受理一

审涉黑涉恶案件 536 件 2721 人， 审结

528 件 2630 人， 结案率为 98.51%； 受

理二审涉黑涉恶案件 143 件 1227 人，

审结 132件 1053人， 结案率为92.31%。

据统计， 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广

州法院的收案总数、 结案总数、 审结

的省督案件总数、 涉黑案件总数均居

全省首位。 截至 8 月底， 共判处五年

以上有期徒刑及以上刑罚的涉黑被告

人 376 人， 判处追缴违法所得和财产

刑共计 7.7 亿元。

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广州两级法

院受理涉黑涉恶线索共计 294 条， 收

到上级交办线索 124 条， 在办案中摸

排到的线索 76 条， 接到群众举报的线

索 94 条， 至今所有线索已经全部办

结。

同时， 广州法院结合涉黑涉恶案

件的办理， 积极延伸审判职能， 针对

涉黑涉恶案件中， 尤其是在办理黑社

会性质组织犯罪、 恶势力犯罪案件中

发现的突出问题， 及时向市场监管、

交通运输、 金融放贷、 基层组织管理

等行业和领域发出司法建议， 提出整

改意见。 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共发出

司法建议 104 份 ， 收到整改回复 84

份， 反馈率达 80.77%。

涉黑组织公然在政法机关门外拉横幅催债

2009 年以来，被告人刘茂建在

同胞兄弟刘茂振、 刘茂海的协助

下， 纠集多名同乡及其他社会闲

散人员， 以开设赌场为依托， 通

过实施高利放贷、 强行追债等不

法活动， 逐渐形成了一个较为稳

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该黑社会

性质组织成员 17 人， 有明确的组

织、 领导者

（刘茂建）

， 有骨干成

员、 积极参加者 3 人

（刘茂振 、

付秦超、 李春）

。

除实施跟踪监视、 言语骚扰、

扰乱办公场所、侵入住宅、持械恐

吓、殴打拘禁、强行霸占财物等常

用手段外，该组织还公然在政法机

关门外拉横幅催债，甚至直接对学

童追逐拦截、欺凌威胁，并勾结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作为“保护伞”。 该

组织通过上述不法行为谋取了巨

额经济利益，导致多个被害人举家

逃离广州另寻生路，造成了极其恶

劣的社会影响。

以刘茂建为首的黑社会性质

组织符合法律规定的组织特征、经

济特征、行为特征、危害特征，越秀

法院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

罪等 12 项罪名判处刘茂建有期徒

刑 25 年、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剥夺政治权利 3 年；判处其余被告

人有期徒刑 2 年 6 个月至 18 年不

等，并处没收个人部分财产和罚金

共计 940 余万元。

“贿选”“霸选”“骗选”，理事长团伙竟称霸一方

2017 年 6 月，陈广成串联陈家钧等

人，通过“贿选”“霸选”“骗选”的方式

“当选” 为广州市荔湾区东沙街南

漖

股

份合作经济联合社的理事长。 陈广成上

任后，大肆排除异己，将团伙成员纷纷

安插到该村的要害部门， 公然践踏、破

坏基层组织，使基层组织沦为其谋取私

利的工具。

该犯罪团伙为大肆敛财， 将村集体

土地、 物业租给组织成员牟利， 通过威

胁、滋扰等手段，逼迫不屈从该组织的原

租户退出经营。假借“三线改造”之名，纠

集团伙成员肆意提高该村网络收费，通

过多种手段强迫不接受其条件的运营商

退出该村的经营活动；采用威胁村民、阻

拦混凝土运输车辆进入该村等手段，迫

使村民向该组织成员购买混凝土。 该犯

罪团伙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强迫交易、

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行为，称

霸一方，欺压百姓，严重破坏当地经济、

社会生活秩序，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花都法院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

会性质组织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

罪、敲诈勒索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职务侵占罪、

故意伤害罪等罪名，判处组织、领导者

陈广成有期徒刑 19 年， 并处没收个人

全部财产， 判处其余 17 名被告人有期

徒刑 16年至 1 年 8 个月不等，并处相应

财产刑共计 511万余元， 判令追缴违法

所得 346 万余元， 责令退赔 29 万余元。

其中判处 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 8人。

在广州联

通

5G+

创新中

心，

5G

虚拟直

播等应用展示

应有尽有。

信息时报记者

何小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