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成我国经济第一大产业
对 GDP 贡献率已达 59.7%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0 日电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服务业规模日益壮大，成为中国
经济第一大产业。1952 年至 2018 年，我国第
三 产 业（服 务 业）增 加 值 从 195 亿 元 扩 大 到
469575 亿 元 ，按 不 变 价 计 算 ，年 均 增 速 达
8.4%。服务业对 GDP 贡献率呈现加速上升趋
势，2018 年达到 59.7%。2018 年外商直接投资
额中，服务业占比达到 68.1%，服务业已经成为
外商投资的首选领域。
1952 年至 1978 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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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会见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

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李克强王沪宁参加会见
新华社北京 9 月 10 日电 在第三十
五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庆祝 2019 年教师
节暨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表彰大会 10 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
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受表彰代表，向受
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
祝贺，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
以节日的问候。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
处书记王沪宁参加会见。
上午 11 时，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
堂北大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
等走到代表们中间，同大家热情握手，不
时交谈，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
理孙春兰参加会见并在表彰大会上讲
话。她说，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教
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教师为
人师表、潜心育人，为国家发展进步作出
了重要贡献。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嘱托，围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
以德施教、立德树人，刻
苦钻研、教学相长，尊重宽容、严爱相济，
做党和人民满意的
“四有”
好老师。各地
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教师待遇，增
强教师职业吸引力，营造尊师重教的良
好氛围。
会 上 表 彰 了 718 名“ 全 国 模 范 教
师”
、79 名“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
、
597 个“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以及
1432 名“全国优秀教师”、158 名“全国
优秀教育工作者”，授予 1355 项“国家级
教学成果奖”
。此前，教育部等还推选了
10 位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
全国模范教师代表、河北省辛集市
清河湾学校教师张梦伟，全国教书育人
楷模代表、广西北海市涠洲岛幼儿园教

9 月 10 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王沪宁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庆祝 2019 年教师节暨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受表彰代表。
新华社发
师范徽丽，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代表、苏
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校长郝云

亮，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得者代表、四川
大学教授谢和平分别在会上发言。

丁薛祥、陈希、尤权、蔡达峰、夏宝龙
参加会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高标准高质量推进主题教育各项工作

本报讯 记者李栋 通讯员朱宗报
道：9 月 10 日上午，全市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郭永航出
席会议并作动员讲话，省委第二巡回指
导组组长肖怀跃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
副书记、市长姚奕生主持会议。市政协
主席陈洪辉、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

陈英出席会议。
郭永航强调，要深刻认识开展主题教
育的重大意义，深刻领会开展主题教育是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
装全党、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保持党同人
民群众血肉联系、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
目标任务的迫切需要，不断增强践行初心
使命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认真按
照省委的工作安排和要求，扎实组织好开
展好主题教育，奋力推动新时代珠海经济
特区
“二次创业”
加快发展。
郭永航强调，要准确把握主题教育的
目标要求，高标准高质量推进主题教育各

项工作。要把
“守初心、担使命，
找差距、
抓落实”
的总要求贯穿始终，
在守初心中
铸忠诚，
在担使命中显风骨，
在找差距中
补短板，在抓落实中见成效。要牢牢把
握主题教育的目标任务，
把自己摆进去、
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
做到理论
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
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
率。要统筹推进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
视问题、整改落实四项重点措施，
把学和
做结合起来，
把查和改贯通起来，
确保主
题教育取得扎实成效。要认真做实基层
党支部的学习教育和检视整改，组织好
党员自学和交流学习体会，结合专项整
治深入整治软弱涣散党支部，打造坚强

的战斗堡垒。要强化分级分类指导，针
对不同层级、不同领域、不同对象特点，
科学合理作出安排，确保学习教育全覆
盖、有实效。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压紧
压实责任，坚持以上率下，强化督促指
导，
加强宣传舆论引导，
推动主题教育深
入开展。
肖怀跃强调，
要统一思想认识，
提高
政治站位，明确目标任务，坚定信心决
心，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部署
及省委要求上来，结合实际抓好珠海市
主题教育。要牢牢把握总要求，教育引
导党员干部在学习教育、检视问题中悟
初心、守初心，在调查研究、整改落实中
勇作为、践使命。
（下转 02 版）

全市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警示教育会议
暨领导干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举行
郭永航姚奕生陈洪辉陈英出席

本报讯 记者李栋 通讯员朱宗报
道：9 月 10 日下午，全市“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警示教育会议暨领导
干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举行。市
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郭永航主持
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姚奕生，
市政协主席陈洪辉，市人大常委会常务
副主任陈英出席会议。
郭永航强调，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
值班编委 尚涛

值班主任 朱彤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0 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9
月 10 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来华出席中美企业
家对话会的美方代表。美国工商企业界和前高官代
表围绕中美经贸关系等谈了看法和建议。李克强同
他们座谈交流。
李克强表示，今年是中美建交 40 周年。40 年来，
两国经贸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实现了互利共赢。中美
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国存
在广泛的共同利益。双方应当按照两国元首达成的
共识，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求同存异，找到双
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分歧的办法。
李克强指出，
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
正
在致力于打造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对在
国内注册的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
更加重视保护知识产
权。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全面放开，
服务业开放也在加快
推进。中国拥有广阔的市场，
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
企业扩大对华经贸投资合作，
更好实现互利共赢。
美方代表祝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他们表示，在
座的美国企业长期参与和见证了美中关系发展，积极
在华开拓业务，扩大对华投资，寻找长期合作机会。
美国企业对中国扩大开放新举措感到鼓舞，将秉持长
远眼光看待当前美中经贸摩擦，反对削弱同中国经济
关系的作法，绝不愿看到美中经贸脱钩。希望两国经
贸磋商取得积极进展、尽早达成协议。相信双方一定
能够找到推动美中关系持续前行的办法。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推进自我革
命的自觉性、坚定性，牢记初心使命，勇于
自我革命，敢于直面问题，抓好整改落实，
不断强化党章党规党纪意识，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不断开创我市党的建
设新局面。
郭永航强调，领导干部要发挥好示范
带头作用，推动主题教育取得扎实成效。
要在思想政治上作表率，牢牢把握自我革
命的正确方向，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责编 朱琳

美编 邱耀升 校对 董敏

组版 邓红生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
心里走、往实里走。要在干事创业上作
表率，大力弘扬特区精神和斗争精神，
持续推动“思想大解放、作风大转变、效
率 大 提 升 ”，营 造 干 事 创 业 的 良 好 氛
围。要在巡视整改上作表率，直面解决
自身存在突出问题，靶向发力、标本兼
治、强化督查抓整改，确保问题无一放
过、线索无一落空、意见逐一落地。要
在为民服务上作表率，坚持以人民为中

社址：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 邮编：
519002

本报讯 记者莫海晖报道：9 月 10 日下午，民盟珠
海市委会召开“不忘初心同携手，澳珠极点谱新篇”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暨民盟珠海市委会成
立 30 周年大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
员会副主任、民盟中央副主席龙庄伟，广东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民盟广东省委主委王学成，市委副书记、
市长姚奕生，民盟广东省委副主委程昆，副市长、农工
党珠海市委会主委阎武，市政协副主席、民盟珠海市
委员会主委彭洪出席会议。
龙庄伟代表民盟中央向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
贺。他希望珠海各级盟组织和广大盟员，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此次庆祝活动
为契机，主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断推进自
身建设，扎实开展“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
题教育活动，充分发挥民盟智力密集优势，履行好参
政党职能，为推动民盟事业和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竭智
尽力、再建新功。
姚奕生表示，民盟珠海市委会成立 30 年来，在
民盟中央的关心下，在民盟广东省委和中共珠海市
委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广大盟员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为珠海改革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今后继续
发挥特色优势，积极履职尽责，广泛建言献策，为奋
力推动珠海经济特区“二次创业”加快发展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会议对陈丹凤、陈洪岫、张萍、陈诗帆、赵东、何绍
军等 18 位杰出盟员予以表彰。
（下转 02 版）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娟到我市调研

郭永航肖怀跃姚奕生陈洪辉陈英出席

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李克强会见出席中美企业家
对话会的美方代表并座谈

庆祝民盟珠海市委会
成立 30 周年大会召开

全市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守初心 担使命
找差距 抓落实

195 亿元增长到 905 亿元，
年均增长 5.4%。1978 至
2012 年 ，我 国 服 务 业 增 加 值 从 905 亿 元 增 长 到
244852亿元，
年均增长10.8%，
比1952至1978年均
增速快1 倍。2012 至2018 年，
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从
244852亿元增长到469575亿元，
年均增长7.9%。
党的十八大以来，服务业对 GDP 贡献率呈现
出加速上升趋势，6 年提高 14.7 个百分点，2018 年
达到 59.7%。2018 年年底，服务业就业人员达到
35938 万人，比重达到 46.3%，成为我国吸纳就业
最多的产业。

心的发展思想 ，自觉检视整改群众观
点、群众路线上存在的问题，切实为群
众排忧解难。要在清正廉洁上作表率，
带头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带头遵守廉洁
自律准则，带头严明家风家教，保持清
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要在严肃党内政
治生活上作表率，用好用足批评和自我
批评武器，以严肃认真的党内生活推动
自我革命。
（下转 02 版）

市场零售价：1.5 元

服务热线：2611111

为港澳青年来珠创新创业
提供更好服务保障
本报讯 记者张伟宁报道：9 月 10 日，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罗娟率队，到我市就优化粤港澳大湾区青年
创新创业环境代表建议开展督办调研。
当天上午，
罗娟一行走进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实
地考察，
了解澳门青年在横琴创新创业情况。下午，
调
研组召开座谈会，与我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和人大代表
等进行座谈交流，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市政府相关
负责人汇报了我市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新创业基
地建设情况。横琴新区，市委台港澳办，市发展改革
局、市教育局、市科技创新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商务局，团市委，国家税务总局
珠海市税务局等单位负责人作了补充汇报。
罗娟表示，
珠海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粤港澳大湾
区青年创新创业环境建设工作，在机制建设、平台搭
建、优化服务等方面做了实实在在、富有成效的工作，
出台了许多贴心暖心的扶持政策，值得充分肯定。她
指出，珠海毗邻港澳，是深入贯彻《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规划纲要》的主阵地之一，
而青年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的生力军。各级政府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
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增强做好粤港澳大湾区
青年创新创业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进一步以问题
为导向，
注重实效，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新创业环
境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凝心聚力，担当作为，协同推进
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业工作；
进一步梳理问题清单，
积
极做好舆论引导、政策解读、市场推广，加强与港澳沟
通对接，为港澳青年来珠创新创业提供更好服务保
障。各级人大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和省委
的工作要求，
做好监督、立法、代表等工作，
积极支持政
府及有关部门推进粤港澳青年创新创业环境建设，让
更多港澳青年参与到大湾区建设中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红勤参加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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