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带着这些目标
追梦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5%左右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6%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5%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5%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 3%以内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长与经济增长

基本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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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二月，珠江之畔生机盎
然，南海之滨气象一新。在这播
种希望的时节，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
划纲要》全文，于 2019年 2月 18
日正式公布。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
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以
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从全局高度
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擘画蓝图。

——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
两制”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
本法办事，全面推进内地与香
港、澳门互利合作，支持香港、澳
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把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成为扎实推进高质
量发展的示范，打造国际一流湾
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
共潮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关心指引下，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热潮澎湃而起。

■领航掌舵，把脉定向——习近
平总书记立足全局和长远作出
重大谋划，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加快推进

风起南海，潮涌珠江。
这里，是中国改革开放得风

气之先的地方，是中国开放程度
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2012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的十八大后首次离京考
察就来到广东。他指出，希望广
东联手港澳打造更具综合竞争
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2018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
记再次踏上广东这片热土。他强
调，要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
广东改革开放的大机遇、大文
章，抓紧抓实办好。

湾区，既是地理概念，也是
经济现象。著名的纽约湾区、旧
金山湾区、东京湾区，都是带动
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
引领技术变革的领头羊。

粤港澳大湾区由香港特别
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
省的珠三角九市组成，总面积达
5.6万平方公里，2017年末总人
口约 7000万，2017年经济总量
约10万亿元。

历经改革开放 40年快速发
展，尤其是香港、澳门回归祖国
后，粤港澳合作不断扩大深化，
这一区域坐拥明显区位优势，累
积了雄厚经济实力，创新要素集
聚、国际化水平领先，已具备建
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
群的基础条件。

粤港澳大湾区面临提升国
际竞争力、实现转型发展、创新
合作发展体制机制等新机遇，
同时必须破解供求结构、经济
增长内生动力、生产要素高效

便捷流动、生态环境等面临的
发展难题。

善弈者谋势，能牢牢把握
机遇、积极应对挑战。实施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正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全局
和长远作出的重大谋划，是保
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
重大决策。

2017年 7月 1日，在习近平
主席亲自见证下，国家发展改革
委和粤港澳三地政府在香港共
同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
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习总书
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这件大
事办好。几个月后，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

在中国发展大棋局上，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无疑是重要一子。
这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
新格局的新尝试——

“要在更高水平上扩大开
放，高标准建设广东自由贸易试
验区，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
枢纽。要继续推进改革，抓好改
革举措的协同配套、同向共进。”

“在国家扩大对外开放的过
程中，香港、澳门的地位和作用
只会加强，不会减弱。”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重心
长，为粤港澳三地以大湾区建设
为重点锐意进取、不辱使命，指
明方向，鼓舞信心。

在中国改革开放新征程中，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谓一大引
擎。这是新时代建设高质量发展
典范的新探索——

2018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广东时对推动高质量发
展提出多方面明确要求。11月，
他在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
家改革开放 40周年访问团时强
调，希望香港、澳门继续带头并
带动资本、技术、人才等参与国
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一轮高
水平开放。

“北雄安，南大湾，是中国战
略双子座。”“粤港澳大湾区将成
为中国湾区经济的实验者，为中
国发展带来新契机。”……学者
们的评论纷至沓来，道出高度关
注与期待，信心更显而易见。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迎来全
面实施、加快推进的新阶段。

■科学设计，稳步推进——规划
建设顶层设计高水平展开，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实现良好开局

国之大计，须经得起实践和
历史检验。

2017年 12月 18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科学
规划，加快建立协调机制。

2018年5月10日、5月31日，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中央
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中央政治局
会议，对规划纲要进行审议。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粤
港澳大湾区规划工作，反复强
调、殷殷嘱托、亲自指导，要求提
高规划建设顶层设计水平。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的决定性作用；在促进双向投
资、推动贸易便利化、构建新型
合作模式、搭建多元合作平台等

方面积极探索；建设好大湾区，
关键在创新……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就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作出指示，针对性强，具有重要
指导意义，成为科学编制规划、
精心组织实施的行动指南。

实地调查研究、多方征求意
见、不断修改完善，规划纲要编制
工作精益求精，体现了高度负责
的态度和科学务实的精神，最大
限度凝聚共识。编制过程中，多种
渠道充分听取粤港澳三地和社会
各界意见，寻求最大公约数。

围绕规划纲要制定和实施，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有力
有效推进各项任务，支撑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的“四梁八柱”规划政
策体系逐步架构形成，配套规划
和实施方案陆续出台中，涉及国
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青年创新创业、生态环
境保护、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

潮平岸阔，风正帆悬。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关心下，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开局良好、进展顺利。

伶仃洋海天一色，港珠澳大
桥飞架三地。2018年10月23日，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珠海，宣布港
珠澳大桥正式开通。

这一“国之重器”打通了粤港
澳大湾区道路交通网，为大湾区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树立了典范。

去年，广深港高铁香港段也
正式通车。今年春节 7天假期，
广深港高铁发送过港旅客 40万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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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发展大局，共享时代荣光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纪实

全省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工作推进会在广州召
开,强调对标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必须完成的硬任务

坚定不移推进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
马兴瑞主持会议

本报讯 2月20日，全省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工作推进会在广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
和对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总
结2018年全省乡村振兴及脱贫攻坚工作，研
究部署今明两年工作任务。省委书记李希出
席会议并讲话，省长马兴瑞主持会议。

李希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精神，牢记总书
记对我省加快推动乡村振兴、破解城乡二元
结构的嘱托，正确把握新形势下推动我省乡
村振兴的重大问题，把推动乡村振兴与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结合起来，把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与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统筹起来，坚持
激发内生动力和加大外部帮扶相促进、物质
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问题导向与目标导
向相统一，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各项工作。

李希强调，要紧扣“3年取得重大进展”
阶段性目标，不折不扣推进乡村振兴硬任务
落实见效。一要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加快发展富民兴村产业，扎实推进“一村
一品”“一镇一业”“粤菜师傅”等工程。二要
深化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高质
量推进村庄规划编制，持续抓好“厕所革
命”，加快改善提升农村人居环境。三要深化
农村配套服务体系建设，补齐农村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短板。四要深化脱贫攻坚三年行
动，加快构建高质量稳定脱贫机制。五要深
化城乡融合机制体制创新，破解城乡二元结
构。六要深化农村基层党建引领，不断提升
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打造引
领乡村振兴的坚强战斗堡垒。

李希强调，要加强领导和组织保障，进
一步压实工作责任、转变工作作风，坚持农
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强干部和人才队伍建
设，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不断增强广大
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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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宣讲会在港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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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进行集中培训学习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市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开幕
陈旭东主持大会 危伟汉作政府工作报告

以孙中山文化
助力人文湾区

让紫气“东”来
拉动城市发展

中山建设大学
应“内外兼修”

代表委员
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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