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总书记的嘱托给我们克服困难的信心”

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
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

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
李希代表十二届省委作报告 王伟中主持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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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毛南族群众代表
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当地毛南族实现脱贫的喜悦心
情。随后，习近平总书记对毛南族实现整族脱贫作出重要
指示。近日，新华社记者回访了曾经给总书记写信的群众
代表谭美春，以下是她的自述和心声——

两年前的5月，我们几个毛南族的乡亲们一起，写了我这
辈子写得最长、寄得最远的一封信，收信人是习近平总书记。

我们急切地想向总书记诉说心中的喜悦和感恩之情：
在党和政府的帮扶下，我们这个人口较少民族，实现了整
族脱贫！

“得知毛南族实现整族脱贫、乡亲们生活有了明显改
善，我感到很高兴。”——这封信寄出不久，总书记就作出
重要指示。

得知这一消息后，我太开心了。我们聚在村口的大榕
树下用毛南话唱起《十颂党恩》：“鲤鱼伴水水更清，星星伴
月月更明，我们过上好日子，永远不忘党恩情……”

吃水不忘挖井人。我原本是一名贫困户，在脱贫政策
的支持和扶贫干部的帮扶下，通过发展柑橘种植2016年实
现了脱贫。尝到产业致富的甜头后，我带动包括14户贫困
户在内的22户群众成立合作社，成为村里的致富带头人。
2019年底，这14户贫困户全部实现脱贫。生活发生这么
大的变化，做梦都想不到。 （下转02版）

总书记和人民心贴心

本报讯 5月22日，中国共产党广
东省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
李希代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十二届
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忠诚拥护“两
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的报
告。大会由王伟中主持。

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
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忠诚拥护“两个确
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在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走
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

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共有代表905
名，大会实到865名，符合规定人数。
特邀代表10名，实到6名。

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的

有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李希、
王伟中、黄楚平、王荣、孟凡利、林克庆、
宋福龙、张福海、黄宁生、叶贞琴、陈建
文、张虎、王守信。

参加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的有：
朱小丹、黄龙云、高祀仁、黄华华、张帼
英、卢钟鹤、欧广源、林树森、钟南山、李
春生、陈如桂、吕业升、张硕辅、陈良贤、
王曦、孙志洋、王志忠、林雄、邓海光、郑
振涛、袁宝成、薛晓峰、温国辉、龚稼立、
林贻影、黄先耀、郭永航、覃伟中、王衍诗、
骆文智、李贻伟、林洁、石奇珠、张庆文、

高彦平、王汉波、陈春声、孟振平、曾毅、
马须伦、文宏武、刘玉浦、蔡东士、梁伟
发、张广宁、徐少华、林木声及大会主席
团其他成员。

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和无
党派、宗教界代表人士王学成、许瑞生、
黄武、张嘉极、李心、马光瑜、张少康、王
文杰、苏志刚、明生、黄炳章、程萍、鲁修
禄、樊宏恩、潘志贤、戴永久应邀参加了
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

李希在报告中指出，过去五年，
广东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党的全面

领导和党的建设持续加强，经济实力
实现连年跃升，改革开放取得重要进
展，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明显提高，
思想文化建设得到系统性强化，生态
环境质量发生巨大变化，民生福祉得
到实实在在提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有力有效，平安广东法治广东建设取
得重要成果，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
成就。

李希指出，五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
“两个维护”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
动，引领全省上下形成牢记嘱托、感恩奋

进的主基调；始终坚持把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
为首要政治任务，坚定不移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广东一
切工作；始终把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赋予
的重大国家战略作为重大使命、重大责
任，在服从服务大局中抓住广东机遇；始
终坚定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用力保障改善民
生；始终坚持学好用好习近平总书记教
给的世界观方法论，在顶风破浪行船中
育先机、开新局。 （下转02版）

▶5月22日，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
▲李希代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

南方日报记者 王辉 张冠军 李细华 万稳龙 摄

本报讯 记者李栋 通讯员朱宗报
道：5月22日下午，省党代表、珠海市委书
记、省委横琴工委书记吕玉印参加珠海市
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代表团分组讨论
时指出，珠海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对广东、珠海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省党代会
各项工作部署，以更高站位、更严要求、
更实举措、更大担当，高质量建设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经
济特区，加快成为全省发展的重要引擎，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吕玉印表示完全赞同李希同志代
表十二届省委所作的报告。他指出，省

第十三次党代会是在我们进入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豪情满怀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的重要时刻召
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全省人民
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报告通篇贯穿
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全面客观总结了过去五年省委团结
带领全省党员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
奋进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着眼
全局务实精准提出了今后五年的发展
目标和总体布局，具有极强的政治性、
思想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是一份高
屋建瓴、站位高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
的好报告，必将鼓舞全省上下团结一

心、奋发有为，推动广东在新征程上走
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

吕玉印表示，珠海将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强化使命担当，切实把省党代会
各项部署一项一项落实到位，努力为全
省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一是举全市
之力支持服务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
设。全面落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
设总体方案》，围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
元发展这条主线和“四个新”战略定位、

“四个新”重点任务，做好协调联动、产业
配套、空间预留、要素支撑等工作，努力
发挥主力军排头兵作用。支持合作区推
进与澳门一体化高水平开放，配合加快

推动合作区条例等法规政策出台，履行
好属地管理职能，支持横琴打造具有中
国特色、彰显“一国两制”优势的区域开
发示范。二是做实做强珠江口西岸核心
城市功能。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坚持“产
业第一”，坚决守住工业用地红线，加快
完善产业链、构建产业集群、打造产业生
态。服务构建“两廊三极多节点”创新格
局，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打造
湾区新兴科技创新城市。聚焦打造支撑
澳珠极点的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加快
推动深中通道连接线等战略通道建设，
持续提升人口集聚力、区域影响力和投
资吸引力。 （下转02版）

吕玉印参加珠海市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代表团分组讨论

高质量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
加快成为全省发展的重要引擎

本报讯 记者李栋报道：5月22日
下午，省党代表、珠海市委副书记、市长
黄志豪参加珠海市和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代表团分组讨论时指出，要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珠海系列
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
彻落实好省党代会各项部署要求，推动
珠海工作干出快节奏、干出高质量，为
广东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贡献
更多力量。

黄志豪表示完全赞同李希同志代
表十二届省委所作的报告。他说，报告

通篇贯穿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紧扣广东实际，凝聚各方
共识，反映群众心声，是一篇内涵丰富、
思想深刻、催人奋进的好报告。报告为
广东未来发展厘清了思路、勾画了蓝
图、指明了方向，是全省发展的“航向
标”“路线图”。

黄志豪表示，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是
广东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珠海将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忠诚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省党代会精神

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一是全力支
持服务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坚守

“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不断完
善珠澳合作机制，进一步拓展合作新空
间、赢得发展新优势。二是打好产业发
展攻坚战，紧扣“产业第一、制造业优
先”，聚焦“4+3”支柱产业加快构建现
代产业体系，实施好园区投入倍增工
程，推动工业投资倍增，不断提升产业
核心竞争力。三是以更深层次改革、更
高水平开放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用好
改革开放关键一招，推动政府流程再

造，大力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
制障碍，办好第十四届中国航展，进一
步激发新的发展活力。四是加快建设
美丽珠海，全面推进“美丽中国”珠海实
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促进
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生态环境持续
改善。五是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
事，围绕就业和“衣、食、住、行”等具体
问题，推进实施年轻人、产业工人、新市
民“有业有住有家”计划和“一老一小”
优养优育计划，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黄志豪参加珠海市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代表团分组讨论

学习贯彻落实好省党代会精神 干出快节奏干出高质量

本报讯 记者钟夏报道：5月 22
日下午，省党代表、省委横琴工委副
书记、省政府横琴办主任聂新平参加
珠海市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代表
团分组讨论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横琴开发开放的
重要论述精神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落
实好省党代会各项部署要求，始终牢
记“国之大者”，锚定《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四新”战略定
位和“四新”重点任务，抢抓机遇、乘
势而上，努力推动合作区形成与全球
自由贸易港接轨的开放最高形态。

聂新平表示完全赞同李希同志
代表十二届省委所作的报告。他说，
报告立意高远、纲举目张、催人奋进，
旗帜鲜明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
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贯穿始终，充分体现了省委忠诚拥护

“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
政治自觉，体现了省委团结带领全省
上下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坚定决心，对
推动我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
新的辉煌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聂新平表示，报告中关于横琴粤
澳深度合作区部分体现了“期待高、
定位高、分量重”等特点，使我们备受
鼓舞、倍感振奋、倍增信心。合作区
上下将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
省党代会各项工作部署，在省委、省
政府的坚强领导和澳门特区政府的
深度合作下，在全省上下特别是珠海

市全力支持下，不断推动合作区建设
取得新进展新成绩。一是要紧紧围
绕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这一主线，
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
在首位，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
魂，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确
保合作区建设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
的方向前进。二是要聚焦促进澳门
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新平台、便利澳
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空间、丰富“一
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推动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的新高地“四新”任务，精
准锚定四大产业方向，深度推进民生
融合发展，加快吸引在合作区生活就
业创业的澳门居民，持续完善琴澳一
体化发展格局，有力支撑澳门-珠海
极点能级提升，逐步推动合作区打造
成为与全球自由贸易港接轨的开放
最高形态。三是要不断健全粤澳共
商共建共管共享新体制，加快构建开
放共享、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和管理
机制，推动粤澳双方在工作理念上找
到最大公约数和最佳平衡点，坚持广
纳贤才、灵活管理、激励导向，吸引更
多境内外人才参与合作区建设，凝聚
推进合作区建设最大合力。四是要
坚定不移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
建设这一根本保障，着力打造党建

“红色引擎”，发挥“五大基层党委”作
用，积极创新国际化环境中党的建设
工作，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链条
筑牢安全风险防控和化解体系，持之
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为合作区行稳致
远筑牢坚强防线。

聂新平参加珠海市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代表团分组讨论

努力推动合作区形成与全球
自由贸易港接轨的开放最高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