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城晚报讯 记者罗仕、通
讯员史伟宗报道： 6 日，广州市
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召开各界
别委员代表座谈会。 省委常委、
广州市委书记张硕辅出席并讲
话，市政协主席刘悦伦主持。

张硕辅表示， 各位政协委
员代表用心用情用功建言献
策， 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可
操作性强的意见建议， 对推动
广州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加快
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当前， 广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
两会精神， 贯彻中央部署及省
委省政府要求， 在常态化疫情
防控前提下扎实做好“六稳”

“六保”工作，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 要抢抓推动制造业升级和
新兴产业发展新机遇， 深入实
施广州制造八大提质工程，推
进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
加快打造先进制造业强市。 抢
抓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机
遇，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高水

平建设“一区三城十三节点”，
实施新基建专项行动，加快打
造科技创新强市。 抢抓实施扩
大内需战略新机遇，壮大楼宇
经济和总部经济，加快打造现
代服务业强市。 抢抓“双区驱
动”“双城联动”和新型城镇化
新机遇，高水平推动广佛全域
同城化、广清一体化，大力推
进城市更新九项重点工作，扎
实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
合发展。 抢抓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新机遇，大力推进疾病预防
控制体系改革，深入实施营商
环境 3 . 0 改革，在粤港澳大湾
区 与 海 南 自由贸易港联动发
展上当好示范和表率。 广州市
政协和各界别委员要充分发挥
优势， 坚持求新求实求变求解，
强化育新机、开新局，聚焦中心
工作，进一步提高政治协商、民
主监督、 参政议政水平， 为推
动 广 州 实 现 老 城 市 新 活 力 、

“四个出新出彩”汇聚更多智慧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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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们为广州做好“六稳”
“六保”工作建言献策

广州市人大代表马粤君建议：

在全市公共场合配置 AED

去年 11 月 ，艺人高以翔在录
制节目中突然晕倒离世 ， 关于公
共场合设置 AED （自动体外除颤
仪 ）的问题 ，再次引发公众关注 。
广州市人大代表马粤君建议 ，广

州作为国际大都市和重要的交通
枢纽中心 ，需要在机场 、地铁 、体
育馆 、公园 、大中院校 、公交 、口
岸 、大型超市 、游乐场等人流密集
的公众场所配置 AED。

马粤君介绍，广州市心源性猝
死病例逐年上升，与公众场所配备
AED 不足 、公众不掌握 AED 使用
技能有关系。 “一个突然心跳骤停
的患者，如果在黄金 4 分钟内接受
电击除颤，存活机会可达到 90%。”

因此 ， 马粤君建议市卫健部
门 对 全 市 范 围 内 的 PAD 计 划
（“公众电除颤计划 ”）进行整体规
划 ，设定 3 至 5 年目标任务 ，分阶
段实施。 （李焕坤）

技术工人队伍的建立是
支撑中国制造 、 中国创造的
重要基础条件 。 广州市人大
代表汤丽君走访调研 发 现 ，
技能人才的技能信息和企业

的需求信息常常不能精准对
接， 导致了就业难、 招聘难。
她建议，搭建技能人才供应链
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企业招聘
高效高质，技术人才精准有效
就业。

汤丽君告诉记者，她的企
业招聘的技能人才都是通过
自己培养 、 相关职业学校代
培 ， 极少一部分来自市场招
聘。 “市场招聘现在主要是到
人才市场或者发布招聘广告，
但无论哪种都费时费力、成效
一般。 和同行讨论的时候，我
发现这也是大家的痛点。 ”汤
丽君认为，技术工人由于学历

普遍不高 、信息不对称 ，找工
作就是到网上浏览、人才市场
碰运气，没有其他渠道。

因此 ，汤丽君带来 《关于
搭建技能人才供应链信息共
享平台的建议 》， “什么是技
能人才供应链信息共享平台
呢 ？就是政府相关职能部门 、
企业 、 人才市场三方对相关
人才建立联网的全面资料信
息库 ， 及时记录人才学历职
称 、业务水平 、创新能力 、信
用状况等情况 ，时时更新 ，将
人才的技能信息转为公共信
息 。 ”

（李焕坤）

广州市人大代表汤丽君建议：

给技能人才搭个信息共享平台

汤丽君马粤君

面对疫情冲
击，以及国际形势
的不确定性，今年
的政府工作报告
表示，“共克时艰
共渡难关，扎实做
好‘六稳’‘六保’
工作”。 在此次大
会上，“六稳”“六
保”成为了代表们
口中的高频词。 代
表们对于广州如
何做好“六稳”“六
保”工作纷纷建言
献策。

可在职业教育方面发力
“‘六 稳 ’ 首 先 强 调 的 是

‘稳就业 ’，‘六保 ’ 首先强调的
也是 ‘保居民就业 ’， 可以看
出就业问题的重要性。 ” 广州
市人大代表、 暨南大学经济学
院副教授魏朗表示， 报告高频
率提到了就业问题 ， 表示要全
力保就业促增收 ， 并提出了全
年城镇新 增 就 业 人 数 20 万 等
指标 ，“广州拥有众多大学生 ，
稳就业的一个重点就是大学毕
业生 。 政府部门可以出台更多

针对性措施来保大学生就业 ，
学校可以积极发动校友资源来
帮助毕业生就业， 毕业生也应
该相应下调就业预期 ， 大家同
舟 共 济 ， 来 渡 过 今 年 这 个 难
关”。

“职业教育在解决就业方面
有很大的作用， 广州职业教育
的基础很好，也很有潜力。 ”广
州市人大代表、 亚太创新经济
研究院理事长李志坚表示 ，广
州的“保居民就业”工作可以在
职业教育方面发力，“广州职业
教育应该和大湾区产业发展紧
密结合起来 ， 比如可以和智能

制造、数字经济、新能源等新经
济产业发展结合起来。 同时，职
业教育人才培养可以和企业订
制结合起来 ， 根据企业需求来
培养学生 ， 学生一毕业就实现
就业。 ”

要增强产业链的韧性
在疫情期间， 广州市人大代

表、 广东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朱前鸿所在的航空业受
到了巨大冲击。“疫情虽然是一次
危机， 但也让我们看清楚了自己
企业存在的问题。 ”朱前鸿表示，

对于企业而言， 适度产业多元化
是必要的，“要调整好产业结构，
分散风险， 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
篮子里”。

“在疫情冲击下，不少企业出
现了产业链断裂的问题。 广州要
增强产业链的韧性， 以及关键技
术、零配件供给能力。 ”李志坚表
示，在疫情期间，广州的汽车产业
零配件一度断供，“未来广州可以
通过供应链本土化，提高自给率；
同时可以培养一些企业， 能提供
通用的零配件应急， 以此来增强
产业链的韧性”。

羊城晚报记者 罗仕

羊城晚报讯 记者董柳报道：7 日上
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勇向市十
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作法院工作报告，报告
2019 年广州法院工作和 2020 年工作任
务。

王勇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云上
审执”成为新常态，74.2%的案件在线上立
案、开庭、调解、执行，诉讼服务线上办理
量占总量 89.6%。 全市法院严厉打击抗拒
防控、暴力伤医、利用疫情诈骗、破坏野生
动物资源等违法犯罪，依法从严从快审结
相关案件 81 件。

王勇说 ，2019 年 ， 全市法院受理案
件 623642 件 、办结 554296 件 ，法官人
均结案 450 件 ，同比分别上升 34 . 4% 、
36 . 6%和 26 . 1% 。 受理 、办结案件数量
居全省法院首位，主要办案质效指标保
持全省前列 ， 一批新的“广州法院经
验 ”向全省全国推广。 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周强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
作法院工作报告时 ，4 次点赞广州法院
工作。

在依法惩治犯罪方面，报告显示，全
市法院审结杀人、伤害、强奸、抢劫、绑架
等案件 2201 件 ，判处“高校教授报复杀
人案”被告人谢冬青死刑。 对“高空抛坠
行李箱案” 被告人赵海凤以危害公共安
全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严惩涉众型经济
犯罪， 审结以青年创业者为主要被害群
体的蒋玮等 55 人特大电信网络诈骗案。
审结毒品犯罪案件 2580 件 ，判处“日本
地方议员涉毒案” 被告人樱木琢磨无期
徒刑。 判处贪污贿赂、渎职犯罪 298 人，
以受贿罪判处陕西省委原常委、 秘书长
钱引安有期徒刑 14 年。 审结涉黑涉恶案
件 212 件 956 人。

报告显示，全市法院加强证据收集合

法性审查，排除非法证据 14 份，证人、鉴
定人出庭作证案件数同比上升 28.2%。 院
庭长多办案、办难案成为常态，结案数占
总数 25.9%。 完成基层法院内设机构改
革，内设机构减少 41.5%。

全市法院还依法宣告 10 名公诉案
件被告人和 4 名自诉案件被告人无罪 ，
对存在证据不足等问题的 51 件案件依
法裁定准予检察机关撤回起诉。 对 6412
名被告人判处管制、 宣告缓刑或免于刑
事处罚。 办结减刑假释案件 7385 件，对
2858 名罪犯裁定降低减刑幅度或不予减
刑假释。

2019 年， 全市法院受理执行案件 21
万余件、 执结 19 万余件、 执行到位金额
288.5 亿元， 同比分别上升 20.3%、23.1%
和 27.4%。 广州法院整体通过“基本解决
执行难”第三方评估验收。

谈到 2020 年工作，王勇提到，今年要
提供更优质的司法服务，加快推进诉讼模
式创新， 让所有法院都有互联网法庭、所
有案件都能在网上审理。

羊城晚报讯 记者董柳报道：7 日上
午，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欧名宇向
市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作检察院工作报
告，报告一年来广州检察工作和 2020 年
工作安排。

欧名宇说，疫情发生后，广州检察机
关全面履职战疫工作，截至 5 月底，提前
介入涉疫刑事犯罪 181 件 249 人， 批捕
285 件 339 人、起诉 122 件 138 人；立案
办理防护物资监管、 野生动物保护等领
域公益诉讼案件 66 件。 对涉疫案件既依
法从重从快高效办理， 又做到把准法律
政策，对情节轻微的不批捕 46 件 60 人。

欧名宇说，一年来，全市检察机关共
办 理 各 类 案 件 68337 件 ， 同 比 上 升
3.59%， 其中审查逮捕 20036 件 29284
人，审查起诉 25866 件 35486 人，公益诉
讼案件 1232 件 ， 各类诉讼监督案件
21203 件。

其中，批捕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
劫、 强奸、 绑架等犯罪 2222 人、 起诉
2506 人，批捕涉毒、盗窃、集资诈骗、电
信网络诈骗等犯罪 9602 人、 起诉 9782
人。

一年来， 广州检察机关批捕涉黑涉
恶犯罪 210 件 835 人、 起诉 187 件 877
人；不批捕 71 人、不起诉 7 人，监督立案
16 人、追捕 33 人、追诉 77 人，批捕“保
护伞”8 人、起诉 10 人。 广州检察机关受
理监委移送职务犯罪 283 人，已起诉 220
人；积极履行刑诉法赋予的侦查职责，立
案查处了张某东虐待被监管人案。

欧名宇说， 全市检察机关从重从快
惩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批捕 473 人、起
诉 516 人； 对情节较轻并有悔罪表现的
涉罪未成年人， 不批捕 262 人、 不起诉
197 人；对应当依法惩戒的涉罪未成年人

做到宽容不纵容，批捕 540 人、起诉 502
人。 办理的“未成年被害人小尹救助案”，
入选最高检、 团中央发布的十大典型案
例。

报告显示，一年来，全市检察机关批
捕侵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犯罪 535
人、起诉 388 人，批捕民营企业人员犯罪
576 件 1228 人、 起诉 1165 件 1418 人。
对涉案民营企业人员切实做到慎捕慎
诉，不批捕 318 人、不起诉 257 人，建议
法院判处缓刑 332 人， 建议办案机关对
依法可不继续羁押的 46 名民营企业负
责人取保候审。

报告显示，一年来，广州检察机关审
查公益诉讼线索 1232 件、 立案办理 890
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806 件，督促行政
机 关 依 法 履 职 ， 行 政 机 关 整 改 率
99.62%； 提起民事和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 45 件。

谈到 2020 年工作安排， 欧名宇说，
广州检察机关要始终深化改革强化法律
监督，不断提升检察监督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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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罗仕、李
焕坤报道：7 日上午，广州市十
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第二次
全体会议，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陈建华作广州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陈建华表示，一年多来，广
州市人大常委会依法履职，扎
实工作，共审议议题 117 个，其
中审议立法项目 23 项，制定和
修改地方性法规 46 件、废止 8
件；听取审议“一府两院”专项
工作报告 35 项，开展法律法规

执法检查 4 项， 备案审查规范
性文件 89 件； 依法作出决议、
决定 30 项，任免地方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 320 人次， 各项工作
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疫情发生以来， 广州市人
大常委会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
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迅
速行动、依法履职。 在全省各市
中率先作出关于依法全力做好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
定； 审议通过禁止滥食野生动
物条例， 为从源头防控重大公

共卫生风险、 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健康安全筑牢法治防线；深
入定点联系企业、 人大代表所
属企业和重点项目开展调研，
推动企业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工
复产达产工作等。

对于今后一个阶段的主
要任务，陈建华表示，广州市
人大常委会将扎实做好立法
工作，聚焦完善重大疫情防控
体制机制和公共卫生应急管
理体系，抓紧制定传染病防治
条例和社会急救医疗条例，加

强对爱国卫生立法工作的研
究。 加快推进优化营商环境、
物业管理 、养犬管理 、幼儿园
等立法工作。

同时， 将切实增强监督实
效。 聚焦“六稳”“六保”等全市
重点工作和群众关心的突出问
题，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
推进人大监督能力现代化。 并
将加强对传染病防治法、 动物
防疫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市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实施情
况的执法检查。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璐瑶、
通讯员穗府信报道：6 日下午，
广州市市长温国辉参加市十五
届人大五次会议荔湾区代表团
分组会议， 与代表们共同审议
《政府工作报告》及广州市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
案、预算草案。

会上， 人大代表们积极发
言，就城市更新改造、支持中小
微企业发展、数据资源开放共享
等提出意见建议。 温国辉要求市
有关部门充分吸纳意见建议，完
善政府工作报告，研究制定相关
政策举措。

温国辉表示，要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及全国两会精神上来，落
实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强化使
命担当，全力推动广州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要增强改革创新精

神，更好地运用市场化手段推动
工作。 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
意见， 使制定的政策措施更精
准、更贴心、更接地气。用好各种
资源要素，做强强项、发挥优势，
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 加快推进
白云机场三期等重点项目，建设
快捷的交通、 信息基础设施，大
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
服务业。

温国辉指出， 荔湾区要落实
广佛极点带动，与佛山紧密融合，
全面打开发展空间， 推动高质量
发展。 要充分挖掘区内优质资源，
面向全球全国招商引资， 做好重
点企业项目的服务保障。 要办好
民生实事，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热
心帮扶困难群众， 做好兜底民生
保障工作。 要针对疫情防控中发
现的问题和短板， 通过有效措施
加以改进，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羊城晚报讯 记者罗仕、通
讯员穗仁宣报道：6 日下午，广
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石奇
珠参加市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
天河代表团分组审议。

石奇珠说， 过去一年多以
来，市政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
省委“1+1+9”工作部署和市委

“1+1+4”工作举措，全市经济保
持平稳健康发展， 重大基础设
施、重大项目、重大平台加快推
进，生态环境保护和民生社会事
业取得明显进步， 老城市新活
力、“四个出新出彩” 成效突显，
成绩可圈可点。 特别是招商引资
成果突出、高新技术企业增加数
领跑全国城市、基础设施投入力
度空前、获得国务院 9 项督查激

励等，成绩来之不易。
石奇珠强调，面对国内外风

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全
市各级人大要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要把学懂弄通做实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在走深走
心走实上下更大力气、求更大实
效，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市委
领导下，积极履行宪法法律赋予
的职责， 全力支持政府工作，高
质量做好立法、监督、代表等各
项工作，为以“双统筹”夺取“双
胜利”、落实“六稳”“六保”任务，
奋力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
出新出彩”展现人大新担当新作
为。

羊城晚报讯 记者罗仕、通
讯员穗仁宣报道：6 日下午，广
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建华参
加了市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越
秀代表团分组审议。

陈建华强调， 今年年初以
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广州市委市政府全力履职尽
责， 全市人民全力支持防控工
作，取得了来之不易的重大战略
成果。广州新冠肺炎患者救治率
高、病亡率在国内乃至世界一线
城市最低，应该说，市政府在这
次大考中交出了一份满意答卷，
值得充分肯定。

陈建华指出， 当前广州正
在一手抓常态化疫情防控，一
手抓复工复产复学， 近日清华
大学旗下研究机构发布广州城
市复苏指数位列全国第一，越

秀区经济恢复向好， 这都说明
广州经济韧性强、后劲足，潜力
大。 我们要在常态化疫情防控
前提下，做好“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务，突出保市场主体
稳就业， 完善减税降费等财政
政策， 抢抓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机遇，发挥广深“双城联动”作
用， 营造现代化国际化营商环
境，继续发挥千年商都优势，实
现高质量发展。

陈建华说，粤港澳大湾区是
全球第四大湾区，广州作为岭南
文化中心地，要保护好广府文化
核心———粤语。 建议为弘扬岭南
文化，提高广府文化凝聚力向心
力，全市在学前教育阶段推行普
通话与粤语双语教学，为粤港澳
大湾区粤语传承发展提供良好
的语言环境。

发动校友资源助大学生就业

今天上午，陈建华作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将抓紧制定传染病防治条例
推进物业管理、幼儿园立法

张硕辅刘悦伦与各界别委员代表座谈

为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
汇聚更多智慧力量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勇作法院工作报告

去年法院受理案件 62 万余件
同比上升 34.4%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欧名宇作检察院工作报告

公益诉讼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
行政机关整改率 99.62%

温国辉参加市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分组会议

加快推进
白云机场三期等重点项目

陈建华参加市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越秀
代表团分组审议

提高广府文化凝聚力
建议学前教育推行双语教学

石奇珠参加市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天河
代表团分组审议

下更大力气走深走心走实
展现人大新担当新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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