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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十二届八次全会在广州召开

全面推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在广东落地落实 举全省之力支持

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省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树

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

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

奋发有为地把佛山各项事业继

续推向前进。

●深刻领会全会及《中共中央

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的重大意义。切实

担负起地方党委、政府在落实

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大责任，

坚决按照党中央顶层设计和部

署要求，紧密结合佛山工作实

际，勇于探索，大胆创新，把

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作出佛山贡献。

●把贯彻落实全会精神与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

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紧密结合起来。抓好“双

区驱动”以及省委支持广州实

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

出彩”的重大机遇，进一步贯

彻落实省委、省政府“1+1+9”

工作部署，切实在强化制度的

遵守和执行中争当全省地级市

高质量发展领头羊。

●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热潮。

认真组织开展专题学习，把全

会精神传达到每一个基层党组

织、每一名党员干部，实现全

覆盖。按照省委要求迅速组织

开展新一轮“大学习、深调研、

真落实”工作。认真组织开展

专题培训，安排好全市党员干

部包括基层一线党员的培训工

作，确保实现培训全覆盖。精

心组织宣传报道，深入开展新

闻舆论宣传，推动全会精神进

企业、进农村、进机关、进校园、

进社区、进网站，确保全会精

神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扎实抓好岁末年初工作，把

学习贯彻成果体现在推动佛山

发展实效上，更好解决群众的

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确

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市 鲁毅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强调——

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要求
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11 月 4 日，市委书记鲁毅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和全会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要求、

全省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干部大会精神；《中

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有关要

求；全省农村“厕所革命”、垃圾污水治理现场会精神，并

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

区 闫昊波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奋力开创新时代南海工作新局面

重 要 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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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在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

具有开创性、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全会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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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题并作出决定，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的

战略眼光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全市上下要把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全

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头等大事和首要政治任务，按

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要求，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全会精神。

11 月 4 日下午，市委常委、南海区委书

记闫昊波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会

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会精神，省委常

委会会议学习贯彻要求、全省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干部大会精神，以及市

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要求，并研究南海贯

彻落实意见。

重 要 意 义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大庆之年，在“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历史交汇点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处于

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开创性、里程碑

意义的重要会议。全区上下要认真抓好学习

贯彻，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推

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在南海落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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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全区上下的重大政治任务。全区上

下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严格按照学懂弄通做实的

要求，原原本本、原汁原味学原文、

读原著、悟原理，坚定制度自信，深

化改革创新，精准对标对表，积极推

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南海落地生

根、结出丰硕成果。

●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

指引，奋力开创新时代南海工作新局面。

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

学习领会全会《决定》的丰富内涵和精

神实质，团结带领300多万南海人民坚

定不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

治理体系坚持好、发展好。

●要按照《决定》部署要求，积极参

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抓住省委支持

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

区和广州“四个出新出彩”的重大机

遇，开展新一轮“大学习、深调研、

真落实”工作，全力推进广东省城乡

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建设，履行

好先行探索的重大使命，切实把制度

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要持续深入推动学习贯彻工作往深

里走、往实里抓，确保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在南海大地落到实处、取得成效。

●要加强组织领导，坚持领导带头，

带动全体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学习贯

彻，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的热潮。

●要精心组织传达学习，按照中央和省

市的宣传部署，充分发挥传统媒体和新

媒体优势，全方位、立体化宣传宣讲全

会精神，推动全会精神进企业、进农村、

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网站，在

全社会营造浓厚的学习贯彻氛围，确保

全会精神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要稳扎稳打推进全年经济社会发展

各领域工作，切切实实履行职责，扛

起责任，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要进一步加强领导，抓紧抓实安全

生产工作、社会治安和维稳工作、意

识形态工作，严格落实安全稳定各项

工作措施和责任，确保高质量完成今

年目标任务。

11 月 25 日，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十二

届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

的主要任务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就落实《中共中

央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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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

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

意见》进行全面部署。

重 要 意 义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决定》精神，

深刻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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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

意义，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上来，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

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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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准确把握坚持和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

的重大原则、根本方向，全面推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各项部署在广

东落地落实。

一要紧紧抓住坚持和完善党的领

导制度这个国家治理的关键和根本，

把党的领导落实到治理实践各领域各

方面各环节。

二要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和先

行示范区重大平台作用，探索坚持和完

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效路

径。

三要坚持用好改革开放关键一招，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完善和发展有关制

度、不断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水平。

四要紧紧抓住以人民为中心这

个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坚实的制度保

障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

五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自信，扎实抓好各项制度的坚持

和巩固、完善和发展、遵守和执行。

●要全力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在坚持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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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先行探

索、走在前列，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

一要深刻领会支持深圳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战

略意图，在强化政治自觉、加强

思想引领上下功夫求突破，在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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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化上下功夫求突破，在当好“两

个重要窗口”上下功夫求突破，在

追求更高更好更优更强上下功夫

求突破，切实肩负起总书记、党中

央赋予的重大责任、重大使命。

二要牢牢扭住“五大战略定

位”和“五个率先”重点任务，全

力支持深圳高质量推进先行示范

区建设，重点在制度创新、放权赋

能、激发活力、营造环境上找准工

作着力点和突破口。

三要加强省市联动、统筹协

调，举全省之力支持深圳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省里要

加强领导、科学指导、有力支持，

深圳要发挥好主体作用，各市要

主动对接、主动支持、主动服务，

全省一盘棋一股劲，共同履行重要

职责，一起展现担当作为。

 

●要推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

行示范区、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

与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

新格局互促共进，加快形成主体功

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

区域经济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