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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一以贯之全面从严治党
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羊城晚报讯 今天上午， 国务院新闻办召开

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公布了 2019 年我国外贸进
出口相关情况。 2019 年，在全球经贸风险和不确
定性加剧的背景下， 我国不断优化外贸结构和营
商环境，企业创新挖潜多元化市场，外贸继续保持
稳中提质势头。 2019 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
31.54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4%，其中，出口
17.23 万亿元，增长 5％；进口 14.31 万亿元，增长
1.6％；贸易顺差 2.92 万亿元，扩大 25.4％。 全年
进出口、出口、进口均创历史新高。

2019 年我国外贸发展呈现了总体平稳、稳中
提质的态势。 具体看，有以下六方面特点：

一是进出口规模逐季攀升，创历史新高。 2019
年一至四季度进出口值分别为 7.03 万亿元、7.68
万亿元、8.26 万亿元、8.59 万亿元。

二是主要贸易伙伴位次发生变化， 东盟成为
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此外，我国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进出口 9.27 万亿元，增长 10.8％，高出整
体增速 7.4 个百分点。

三是外贸经营主体位次也发生变化， 民营企
业成为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 2019 年，民营企业
进出口 13.48 万亿元，增长 11.4％，占我国外贸总
值的 42.7％，比 2018 年提升 3.1 个百分点，超过
外商投资企业首次成为我国最大外贸经营主体。

四是贸易方式结构优化， 一般贸易进出口比
重提升。 2019 年， 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 18.61 万
亿元， 增长 5.6％， 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59％，比
2018 年提升 1.2 个百分点。

五是出口商品以机电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
为主，机电产品所占比重接近六成。

六是铁矿砂、原油、天然气、大豆等大宗商品
进口量增加。

2019 年外贸进出口总值
31.54 万亿元人民币

三项外贸数据
中国均创新高

新新闻闻管管家家
知今日天下

看新闻管家

日前 ，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方面证实 ，第二
代个人征信系统暂定于 1 月 20 日上线。

新版征信报告将有哪些变化？ 据业内知情
人士透露，新版信用报告将纳入多方面信息，包
括共同借款人、信用卡大额专项分期、个人为企
业担保、逾期后还款等。 这意味着此前想通过假
离婚享受首套房优惠贷款政策等做法将行不
通，“新版征信”对“认房又认贷”且未对离婚购
房做出限制的城市影响最大。 （戴曼曼）

央央行行“二代”征信系统
1 月 20 日上线

“假离婚享受首套房优惠”将行不通

深圳纪委曝光两起典型“四风”问题

宴会喝掉16万元茅台
一国企董事长被免职

详见 A8�

据新华社电 世界卫生组织 12 日宣布， 已收
到中国分享的从武汉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病例中
检测到的新型冠状病毒基因序列信息。 世卫组织
还表示，不建议对中国实施任何旅行或贸易限制。

世卫组织在声明中说，目前除武汉外，其他地
方还未报告这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 在目前
的报告中， 没有明确证据表明这种病毒易于在人
与人之间传播。

中国已分享新型冠状病毒基因
序列信息，世卫组织：

不建议对中国
实施旅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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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决战战决决胜胜全全面面建建成成小小康康社社会会 详见 A3—A7

报告中特别提出，全面加强政府自
身建设。 新形势新任务对政府工作提出
了更高要求。 我们要按照坚持和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部署，坚持和加
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入推进政府自身改
革建设，积极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
的政府治理体系，切实承担起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管理社会事务、服务人民群
众的重大职责，加快建设人民满意的服
务型政府。

报告指出， 建设服务型政府要从五
个方面着手：首先，把整治建设摆在首
位；其次，自觉接受监督；第三，加强法
治政府建设；第四，优化政府职责体系；
第五，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璐瑶、罗仕、李钢、付怡、郭
起、周聪、符畅报道：今天上午，广东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世纪大会堂开幕。

开幕大会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李
玉妹主持。 省长马兴瑞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王伟中、张义
珍、徐少华、黄业斌、罗娟、吕业升、王衍诗、王学成、
王波在主席台执行主席席就座。

省委书记李希，省政协主席王荣，全国人大、全
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负责同志朱小丹、 黄龙云，
老同志高祀仁、黄华华、张帼英、卢钟鹤、欧广源，省
委、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林克庆、傅华、黄宁生、
叶贞琴、张利明、郑雁雄、许瑞生、陈良贤、张光军、
张虎、覃伟中、张新、林雄、邓海光、袁宝成、薛晓峰、
黄武、张嘉极、李心、张少康，驻粤部队和省军区领
导同志王守信、俞满江、薛君、王天力、赵继东、李
峰、祝传生、石志坤、徐四清，省法院、省检察院负责
同志龚稼立、林贻影，广州、深圳市负责同志温国
辉、陈如桂、陈建华、骆文智、刘悦伦、戴北方，以及
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出席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的政协委员列席
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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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长马兴瑞在报告中首先回顾了 2019 年的
“成绩单”，广东在九大方面表现亮眼，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取得重大进展。

在全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方面，2019 年预计
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10.5 万亿元以上、 同比增长
6.3%左右， 佛山成为广东第三个经济总量过万亿
元的城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27 万亿元、增
长 4.5%，新增减税降费超 3000 亿元；预计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 11%；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3.4%；外贸
进出口总额 7.14 万亿元。

在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方面，
广东出台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的实施意见和三年行动计划， 大力推动三地规则
衔接，首次实现省财政科研资金跨境港澳使用。

在创新和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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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先进
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 现代服务业
增加值占服务业比重提高到 63.4%。

在扩大开放方面， 广东出台外贸高质量发展
32 项措施，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跨境电商进出口
增长 36.9%。

在“三大攻坚战”方面，精准脱贫扎实有效，累
计近 160 万相对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污染防治取得
突破性进展，茅洲河、练江水质明显改善，六项污染
物指标全面达标，全面启动地级以上市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成效显著，用三年时间
完成 64 家农信社改制组建农商行的艰巨任务，累
计化解不良贷款超过 500 亿元，政府债务风险总体
保持较低水平，房地产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在乡村振兴方面，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长 9 . 3%。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新增高铁运营里程 122
公里、总里程达 2027 公里，新增高速公路 493 公
里、总里程达 9495 公里、居全国第一。

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 全省财政民生类支出
1.21万亿元、占比约七成。 全面完成省十件民生实事。

在重点领域改革攻坚方面，“粤省事”实名用户
突破 2500 万、809 项服务事项实现零跑动；省级权
责清单事项从 3018 项大幅压减至 986 项等。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
三五”规划收官之年。马兴瑞在报告中表
示，做好今年工作，意义十分重大。

今年政府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 四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
基本方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
广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
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
展理念，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为“纲”，以支持深圳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为牵引，深入落
实“1+1+9”工作部署，坚定推动高质量发

展，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全面做好“六
稳”工作，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
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保持经济社
会平稳健康发展，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得到人民群众
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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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小康取得进展
九大方面表现突出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意义重大

五个方面加快建设
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2019 年预计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6.3%左右

●2019 年预计佛山成为广东第三个经济总
量过万亿元的城市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1.27 万亿元、增

长 4.5%
� � � � ●新增减税 降 费 超
3000 亿元

●初步预计固定资产
投资增长 11%
� � � � ●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3.4%
� � � � ●外贸进出口 总额
7.14 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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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广东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开幕 羊城晚报记者 林桂炎 摄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增 长
6%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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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午开幕
李玉妹主持 马兴瑞作政府工作报告 李希王荣出席

预期今年居民收入增长
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详见 A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