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协广东省委员会

２０２２年优秀提案目录

１关于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推动我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的系列提案 民盟广东省委会、民革广东省委会、　

民进广东省委会,刘建萍委员 (１)

２关于强化基础研究,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

科技创新强省建设的系列提案

九三学社广东省委会、民革广东省委会、　

民盟广东省委会、民建广东省委会,

赵淦森、杨森平、李汴生等委员 (２)

３关于优化 “一群五圈”深度融合,促进我省城乡区域

协调发展的系列提案

九三学社广东省委会、民革广东省委会、　

民进广东省委会、农工党广东省委会,

杨森平、曲建等委员 (３)

４关于大力推进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的系列提案

致公党广东省委会,江智涛、王桂林等委员 (４)

５关于加快发展我省内河游轮经济的系列提案

民革广东省委会 (６)

６关于建设粤闽赣苏区改革试验区,推动中央苏区县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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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发展大局的提案 古尔夫等委员 (７)

７关于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建

设,促进碳达峰的系列提案

苏利群、杨森平等委员 (８)

８关于加强历史文化旧址修缮保护工作的系列提案

许瑞生、麦淑萍等委员 (９)

９关于促进广东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提案

民革广东省委员会 (１０)

１０关于支持民族地区建设通往产业园区、旅游景区公路

的提案 李秀英等委员 (１０)

１１关于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加快解决 “卡脖子”问题

的提案 易文杰等委员 (１１)

１２关于加强普惠性婴幼儿托育,助力三孩政策落地的提案

涂尔鹏委员 (１２)

１３关于加强文化新业态人才队伍建设的提案

林俊敏等委员 (１３)

１４关于全面加强电动自行车管理的系列提案

曾祥陆、潘锐波、苏忠阳等委员 (１４)

１５关于推进横琴深度合作区发展的系列提案

刘长海、杨道匡委员 (１５)

１６关于进一步发展粤港澳大湾区老字号品牌的提案

戴德丰委员 (１６)

１７关于守初心切实保障群众步行安全路权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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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华侨等委员 (１７)

１８关于解决特困人员和失能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的提案

贺惠山委员 (１７)

１９关于进一步推动我省农村饮用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的

提案 民革广东省委员会 (１８)

２０关于高质量打造大湾区东岸城市中轴的提案

聂竹青等委员 (２０)

２１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的系列

提案 农工党广东省委会、朱颖恒、杨慧红等委员 (２１)

２２关于加强养老护理员队伍建设,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的系列提案

致公党广东省委员会,李力强等委员 (２２)

２３关于巧用居住权制度解决 “空心村”问题,振兴乡村

留住乡愁的提案 毕亚林委员 (２３)

２４关于大力推进涉外企业合规建设,助推我省外贸高质

量发展的提案 民建广东省委会 (２４)

２５关于强化涉农地理标志商品保护推广,助力乡村产业

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提案 民进广东省委会 (２５)

２６关于加快发展我省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提案

九三学社广东省委会 (２６)

２７关于进一步推动广东环保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提案

广东省工商联 (２７)

２８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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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台盟广东省委会 (２８)

２９关于推动我省留学生创业园高质量发展的提案

王大平委员 (２９)

３０关于新形势下推进我省跨境电商发展的提案

致公党广东省委会 (３０)

３１关于双减背景下提高学校办学质量的提案

李卫东委员 (３１)

３２关于创建国家级潮汕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提案

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３１)

３３关于支持民营中小企业的提案 李震霄委员 (３２)

３４关于构筑农业生物安全防线,助力广东农业高质量发

展的提案 王希龙委员 (３３)

３５关于设立澳区委员与深合区管委会对话恒常机制,全

面推进琴澳融合发展的提案 朱海生等委员 (３４)

３６关于加快红树林保护修复,促进蓝碳生态系统建设的

提案 钟金香等委员 (３５)

３７关于助力防范和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的提案

李红等委员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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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案　　号:第２０２２０９５８号 (由２０２２００５２、２０２２００１０、２０２２０１２０、

２０２２０２５７号组成)

案　　题:关于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推动我省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的系列提案

提 案 者:民盟广东省委会、民革广东省委会、民进广东省

委会,刘建萍委员

评选理由:时任省委主要领导同志牵头督办重点提案.提案

聚焦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的目标任务,针对我省目前存在制造业用能结构

有待优化、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压力大、产业

链供应链面临挑战、自主创新能力有待提高、产

业集群整体竞争力不足等问题,提出优化政策供

给,营造支持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的优良环境、

加快构建广东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抓住

碳达峰碳中和关键期促进广东制造业迈向中高端

等建议.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单位充分吸纳提案

建议,稳步推进我省碳达峰碳中和 “１＋１＋N”

政策体系出台,印发实施 «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

见»«广东省碳达峰实施方案»等,提出碳达峰

碳中和路线图、施工图.提出推动绿色低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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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加快能源科技创新、大力发展硅能源产业等

方面具体措施,推动各地区、各部门聚焦政策资

源协同支持产业集群发展,加快补齐产业链供应

链短板,增强自主可控能力.

２
案　 　号:第２０２２０９５９号 (由２０２２０１２１、２０２２００２８、２０２２００６２、

２０２２００７７、２０２２０２３９、２０２２０４８８、２０２２０８４０ 号

组成)

案　　题:关于强化基础研究,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推动科技创新强省建设的系列提案

提 案 者:九三学社广东省委会、民革广东省委会、民盟广

东省委会、民建广东省委会,赵淦森、杨森平、

李汴生等委员

评选理由:省长牵头督办重点提案.系列提案准确把握习近

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加强基础研究与核心技术

攻关部署要求,围绕全面加强基础研究、重点推

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战略科技力量以及营

造科技创新良好生态等四个方面提出具体建议.

省科技厅等单位积极推动提案建议落地见效,持

续推进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创新工作,研究制定

«广东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 “十四五”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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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科技项目新型组织管理模式创新改革工作

方案»,出台基础研究十年 “卓粤”计划等系列

政策措施,稳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

中心等重大创新载体建设,夯实基础与应用基础

研究,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建设高水平科

技创新强省提供新助力.

３
案　　号:第２０２２０４３７、２０２２００２２、２０２２０１１１、２０２２０１６８、

２０２２０４２７、２０２２０４７３号

案　　题:关于优化 “一群五圈”深度融合,促进我省城乡

区域协调发展的系列提案

提 案 者:九三学社广东省委会、民革广东省委会、民进广

东省委会、农工党广东省委会,杨森平、曲建等

委员

评选理由:常务副省长牵头督办重点提案.提案者围绕我省

加快建设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培育壮大五大现

代化都市圈、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

裕,提出要发挥中心城市、副中心城市的引领作

用,构建 “双区”引领下 “一群五圈”深入融合

的发展格局,建立都市圈高层次合作协调机制,

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协同发展、推动基础设施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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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互通;聚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着眼缩小城

乡发展差距,增强县域发展内生动力,加快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健全土地利用相关制度、

提升农村产业化水平;提升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

本、补齐民生短板、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等意见建

议.省各有关部门和相关地市将办理提案和业务

工作有机结合,在编制五大都市圈发展规划、研

究制定有关文件和实施方案时,积极吸收提案建

议.省委、省政府已出台关于做好２０２２年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广东省 “十

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新型城镇化和城乡

融合发展２０２２年工作要点等８份政策文件,近

期还计划出台五大都市圈发展规划、广东省推进

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若干措施等２２
份政策文件.

４
案　　号:第２０２２０９４７、２０２２０５６８、２０２２０８３３号

案　　题:关于大力推进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的系列提案

提 案 者:致公党广东省委会,江智涛、王桂林等委员

评选理由:省政协主席会议督办重点提案.提案者紧密结合

党中央部署和我省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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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围绕我省完善新能源汽车充电体系、提升充

电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确保充电基础设施安全运

行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省各有关部门将提案办

理和推动业务工作有机结合,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是将提案建议融入到科学规划建设全省新能源

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加强完善充电桩法规标准、

加大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支持新能源汽车技术

创新等方面,制定 «广东省贯彻落实 ‹国家发展

改革委等部门关于进一步提升电动汽车充电基础

设施服务保障能力的实施意见›重点任务分工方

案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各地市、省有关单位

及电网企业分工.二是将完善高速公路服务区充

电服务网络的建议吸收到 «广东省加快推进公路

沿线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中,更好满足

公众高品质、多样化出行服务需求.三是吸收完

善居民小区充电服务网络、搭建完善全省充电桩

与新能源汽车大数据互联平台等建议,编制加快

推进居住社区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有关政策,

修订 «广东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

理办法»,拓展电动汽车智能充电服务平台 (“粤

易充”平台)功能,完善政府监管手段,全力推

进我省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再上新台阶.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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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９月底,全省累计建成公共充电桩约１９
万个,高速服务区充电桩约２２８０个,基本实现

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全覆盖,有效满足了全

省电动汽车在公共区域充电补能的需求,充电桩

保有量和充电电量位居全国前列.

５
案　　号:第２０２２００１１、２０２２００４３号

案　　题:关于加快发展我省内河游轮经济的系列提案

提 案 者:民革广东省委会

评选理由:省政协主席会议督办重点提案.提案围绕贯彻落

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提出

建立全省西江流域旅游风光带联席会议制度,出

台省级发展规划,统筹推进西江流域旅游一体化

发展新格局,以内河游轮旅游业为抓手带动西江

流域旅游风光带建设,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

旅游目的地,积极借鉴国内外游轮发展经验,把

内河游轮经济作为旅游发展的新业态和新增长点

加以培育,将现有国际邮轮的产业链延伸至近海

游轮、内河游轮等建议.有关部门充分吸收提案

建议,从 “规划引领,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深挖文旅资源,高质量打造旅游产业体系”“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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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媒体资源,提升西江流域旅游知名度和影响

力”“加强旅游开发中的生态保护”等方面落实

工作举措,推动了以内河游轮旅游破题西江流域

旅游合作发展的探索和实践.

６
案　　号:第２０２２０８４２号

案　　题:关于建设粤闽赣苏区改革试验区,推动中央苏区

县融入发展大局的提案

提 案 者:古尔夫等委员

评选理由:中央苏区县地区是我省最欠发达的地方,甚至出

现了经济徘徊、发展停滞的困难局面.提案建议

沟通对接闽赣两省,谋划建设粤闽赣苏区改革试

验区,探索建立定期召开苏区政策对接专题会的

机制,强化产业支撑,探索出一条高质量发展新

路径,加强对口支援,帮助引进科技创新资源,

通过加大政策倾斜,激活广大中央苏区县内生动

力,追赶全省协调发展步伐.有关部门积极吸纳

提案建议,多措并举,推动革命老区农业特色产

业发展,积极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助力革命老区

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推动革命老区全面振兴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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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案　　号:第２０２２０７４５、２０２２０２９９号

案　　题:关于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

系建设,促进碳达峰的系列提案

提 案 者:苏利群、杨森平等委员

评选理由:省政协主席会议督办重点提案.提案者针对当前

粤港澳大湾区绿色低碳发展面临的生产方式仍相

对粗放、能源结构有待优化、低碳自主创新水平

有待提升、低碳发展协同机制有待健全、绿色金

融支撑作用有待提高、城乡低碳建设有待加快推

进等问题,从优化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狠

抓节能减排、推动绿色科技创新、优化区域碳汇

格局、创新发展绿色金融、打造绿色低碳城乡空

间、完善碳排放管理体制机制等方面提出具体的

意见建议.省各有关部门将提案办理工作和业务

工作有机结合,在制定广东省碳达峰实施方案、

广东省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碳达峰行动实施方案、

广东省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广东省 “十四

五”节能减排实施方案、广东省关于加快推进城

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方案、广东省可再生

能源发展 “十四五”规划等政策文件过程中吸收

提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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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案　　号:第２００００９７９、２０２２０７３４号

案　　题:关于加强历史文化旧址修缮保护工作的系列提案

提 案 者:许瑞生、麦淑萍等委员

评选理由:省政协主席会议督办重点提案.党的二十大报告

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

辉煌.积极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其多重

价值,是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的重

要举措,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体

现.提案者针对 “史语所”旧址柏园和熊十力旧

居观海楼在修缮与保护利用方面存在的问题,提

出相关建议.省有关部门高度重视,会同省政协

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将提案办理与 “加强历史名人

故 (旧)居保护及文化遗产传承发展”重点调研

有机结合起来,多次开展现场调研,积极推进相

关工作.在各有关单位通力协作下,已将柏园提

升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完成修缮和陈列展示项

目,已开辟为公共场所,举办了 “史语所”相关

纪念活动.观海楼修缮保护已被纳入传统村落保

护发展规划当中并推荐为传统风貌建筑.省市有

关部门编制了修缮勘察设计方案,拨付资金积极

支持修缮和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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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案　　号:第２０２２０００９号

案　　题:关于促进广东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提案

提 案 者:民革广东省委员会

评选理由:省政协主席会议督办重点提案.促进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是我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

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

针,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该提案围绕当前

我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在部门协同、政策

支持、人才培育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

思路和可行性较强的建议.通过省政协主席会议

的重点督办和主办、会办单位的扎实办理,推动

省自然资源厅出台实施 «关于保障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用地助力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对

我省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富民增收起到了

积极促进作用.

１０
案　　号:第２０２２０５７８号

案　　题:关于支持民族地区建设通往产业园区、旅游景区

公路的提案

提 案 者:李秀英等委员

—０１—



评选理由:省政协主席会议督办重点提案.民族地区地处粤北

生态功能区,是珠三角生态屏障.在 “一核一带一

区”区域发展格局中,民族地区立足区域定位,着

重发展旅游产业、现代农业产业园等绿色产业是重

点所在,提案提出将民族地区相关公路项目纳入省

级交通建设项目库、给予资金支持、健全项目落地

措施等多条建议,支持民族地区建设通往产业园

区、旅游景区公路,完善相关产业的配套设施建

设.该提案对促进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园区的发

展,切实推动民族地区加快高质量发展有重要参考

意义,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和采纳.

１１
案　　号:第２０２２０９５２号

案　　题:关于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加快解决 “卡脖子”

问题的提案

提 案 者:易文杰等委员

评选理由:省政协主席会议督办重点提案.当前我省仍处在

复杂技术设备的进口替代初期,产业发展面临诸

多关键核心技术 “卡脖子”问题,制约了国家发

展和安全.提案者在深入调研基础上,围绕更好

发挥政府作用,加快解决 “卡脖子”问题,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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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产业政策、强化协同创新、加大人才供给、

深挖 “链长制”潜力等建议.该提案选题站位

高、问题把握准、意见建议实,为推动我省加快

解决卡脖子问题提供了助力.有关部门结合工作

实际,采纳吸收提案建议,探索构建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 “广东路径”,进一步强

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统筹协同,进一步强化战略

科技力量布局、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作用、发

挥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引领作用.

１２
案　　号:第２０２２０９０７号

案　　题:关于加强普惠性婴幼儿托育,助力三孩政策落地

的提案

提 案 者:涂尔鹏委员

评选理由:托育服务事关婴幼儿健康成长,事关千家万户,

事关优化生育政策落地见效,事关促进人口长期

均衡发展,事关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案针对当

前婴幼儿托育存在问题,从做好顶层设计,建立

健全相关政策和标准体系,明确３岁以下婴幼儿

托育的普惠定位,整合社会资源,鼓励各种社会

力量投入普惠性婴幼儿托育机构的建设,加强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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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服务人员队伍建设,简化审批,加强监管等方

面提出意见建议.各承办单位认真吸纳转化提案

的合理化意见建议,充分发挥提案的决策参考作

用,出台了 «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

衡发展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目前全

省提供 “托育服务”的市场主体已达到６１００余

家,提供托位３２万余个,其中已通过审核备案

的托育机构超过１２００间,各地市已创建示范性

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１００余间.省各有关部门联

合加快构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进我省婴幼儿

照护服务工作,完善三孩政策配套支持措施,减

轻人民群众生育养育负担.

１３
案　　号:第２０２２０９０９号

案　　题:关于加强文化新业态人才队伍建设的提案

提 案 者:林俊敏等委员

评选理由:省政协主席会议督办重点提案.我省作为中国经

济第一大省、改革开放的先驱,在文化新业态上

拥有扎实的基础与广阔的市场,文化新业态特征

较为明显的１６个行业小类都具有产业链条完整、

全国排名前列的特点,但仍存在不足之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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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立足多重力量组合助力文化新业态共同发展,

提出整合省内文化新业态产业链条、升级相关人

才优惠政策、设立相应奖项与基金、重点发展文

化新业态优秀项目等建议.承办单位认真采纳提

案建议,通过提案办理,进一步加大政策归集使

用的力度,结合文化新业态发展趋势,持续加大

对各类文化产业园区 (基地)的优化升级.

１４
案　　号:第２００００９２５、２０２２０５５０、２０２２０７１０号

案　　题:关于全面加强电动自行车管理的系列提案

提 案 者:曾祥陆、潘锐波、苏忠阳等委员

评选理由:省政协主席会议督办重点提案.提案者针对当前

我省电动自行车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抓紧

推进省级层面电动自行车管理立法工作、加强电

动自行车全链条安全监管、强化涉电动自行车交

通安全综合治理等建议.各承办单位在办理过程

中充分听取和认真吸收提案者意见建议,目前

«广东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送审稿已报送省

政府,省司法厅正开展立法审查工作.各职能部

门加强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登记、通行、停

放、充电等行为活动的全链条管理,进一步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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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综合治理,有效预防和减

少电动自行车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切实保护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１５
案　　号:第２０２２０４２１、２０２２０８３０号

案　　题:关于推进横琴深度合作区发展的系列提案

提 案 者:刘长海、杨道匡委员

评选理由:提案围绕加快推进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

体方案»的执行落实,提出先行先试,推动制度

创新,建立一套完整的市场体制、商业运作制度

和企业守则,推进旅游会展商贸产业发展,建立

高度开放拓展国际友好合作的交流平台,加快做

大横琴产业园区,创造吸引人才的良好外部环境

等建议.各承办单位积极研究和吸纳提案建议,

不断深入推进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深化改革重

点领域先行先试,在共管模式、财税金融等重点

领域形成一批行之有效的 “横琴范例”,立足

“服务澳门、琴澳一体化”,邀请顶尖专家团队参

与修编总体发展规划,深度衔接澳门发展规划,

科学引领琴澳双城共生共荣,稳步推进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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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案　　号:第２０２２０６４４号

案　　题:关于进一步发展粤港澳大湾区老字号品牌的提案

提 案 者:戴德丰委员

评选理由:省政协主席会议督办重点提案.提案者针对当前

粤港澳大湾区老字号品牌发展短板问题,提出加

强品牌推广、加强合作交流、加强立法执法等建

议.省商务厅牵头草拟了 «广东省促进老字号创

新发展行动方案 (２０２２－２０２５)» (以下简称

«方案»),并以省政府办公厅名义印发.«方案»

中吸收了提案相关建议,明确提出了建设大湾区

(广东)博物馆、举办粤港澳大湾区老字号 (文

化)博览会、组织粤港澳三地老字号企业开展交

流活动、发布大湾区 (广东)老字号品牌榜等具

体措施.１０月,省商务厅首次组织我省老字号

企业赴澳门参加第２７届澳门国际投资展览会及

葡语国家产品和服务展联展,并在澳门特色老店

论坛上作粤港澳大湾区老字号博览会的相关推

介.省商务厅正会同广州市政府共同筹办举办首

届粤港澳大湾区老字号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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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案　　号:第２０２２０６３９号

案　　题:关于守初心切实保障群众步行安全路权的提案

提 案 者:汪华侨等委员

评选理由:省政协主席会议督办重点提案.提案指出,步行

安全优先的理念蕴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

特质及核心价值,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在城市工作中的具体体现.为此建议提

高政策落实的自觉意识,加强政策落实监管跟踪

审计,建立政策联动的有效机制,通过清理违法

占道、加大联合执法力度、按规定设置自行车道

等方式来切实保障群众步行和骑行安全.省住房

城乡建设厅等部门积极采纳提案的建议,指导各

地市编制慢行交通系统规划,建设安全连续的慢

行系统,加快城市步行和自行车道路网建设,开

展人行道净化和自行车专用道试点工作,坚持宣

传引导,推动形成文明出行社会氛围.

１８
案　　号:第２０２２０５３３号

案　　题:关于解决特困人员和失能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的

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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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案 者:贺惠山委员

评选理由:省政协主席会议督办重点提案.推动养老服务高

质量发展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必然要

求,是关乎我国２６４亿老年人口幸福安康和亿万

家庭和谐美满的 “国之大者”,也是满足人民美好

生活需要、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

人民的应有之义.提案者针对我省特困和失能老

年人特困健康养老服务面临的问题,提出发挥政

府部门统筹作用、整合基层医疗资源、调整基层

公立医院在医养结合方面的职能定位、推进医保

支付方式改革等建议.省卫生健康委等承办单位

认为提案建议针对性强,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借

鉴意义,推动实施县 (市、区)级特困人员集中

供养的医养结合工程列入２０２２年广东省全面深化

改革重点任务,从２０２２年起新划入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医养结合与失能老年人评估指导项目财政补

助标准由７９元/人年提高到８４元/人年.

１９
案　　号:第２０２２００４０号

案　　题:关于进一步推动我省农村饮用水源地规范化建设

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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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案 者:民革广东省委员会

评选理由:省政协主席会议督办重点提案.提案者针对当前

我省农村饮用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存在的问题,提

出科学规划建设农村饮用水水源地、科学制订水

源地管护长效机制、采取最严格措施有效治理水

环境等建议.所提建议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代表

性,对我省进一步加强农村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各有关部门充

分吸纳提案建议,纳入到后续农村饮用水水源地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各地科学规划水源地,逐

步优化供水格局,科学制定水源地管护长效机

制.同时,采取最严格措施治理水环境,促使农

村水源地保护措施真正落到实处,保障农村饮水

安全.全省农村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取得积极进

展,“千吨万人”水源保护区全部完成划定,镇

级水源保护区基本完成划定;２０２２年上半年,

农村 “千吨万人”水源水质达标率９６３％;«韶

关市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规印发实

施,为农村饮用水源保护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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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案　　号:第２０２２０７３３号

案　　题:关于高质量打造大湾区东岸城市中轴的提案

提 案 者:聂竹青等委员

评选理由:省政协主席会议督办重点提案.加强粤港澳大湾

区内地城市间要素资源整合,推动人才、技术、

信息、资金等要素在城市中轴线充分流动,促进

沿线经济要素互补共享,加速区域一体化进程,

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任务.提案围绕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东岸城市中轴,从做好省级顶层规

划、密织轨道交通网络、加快重大项目布局、推

动科技创新协作等四个方面等提出富有前瞻性、

针对性和建设性的意见建议.省发展改革委牵头

会同广州、深圳、东莞市政府以及省科技厅、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交通运输厅等单位成立提案

办理工作协调小组,围绕提案内容深入开展调查

研究,明确下一步工作方向,提案办理对我省抢

抓 “双区”建设、 “两个合作区”建设等重大历

史机遇,优化区域协调发展布局,高质量打造粤

港澳大湾区东岸城市中轴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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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案　　号:第２０２２０１６６、２０２２０３２８、２０２２０８９１号

案　　题: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的系

列提案

提 案 者:农工党广东省委会、朱颖恒、杨慧红等委员

评选理由:省政协主席会议督办重点提案.提案者围绕省

委、省政府关于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

障工作决策部署,在推动完善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劳动权益保障法律政策、完善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社会保障体系、加强新就业形态平台企业

的监管等方面,提出１５条意见建议.所提意见

建议针对性强,对于推动完善我省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工作具有积极意义.通过

高层督办,相关单位切实发挥维护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职能,通过着力完善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政策体系、健全

适应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建立健全多渠道灵活就业机制、加大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就业培训服务力度、强化对新业态企

业落实劳动保护责任的监督监管与行政指导、

着力规范平台用工行为提升新就业形态劳动权

益维护力度等举措,切实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

—１２—



者劳动保障权益,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

发展,在推动共同富裕、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打造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中发挥更大作

用.

２２
案　　号:第２０２２０３５６、２０２２０６１９号

案　　题:关于加强养老护理员队伍建设,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的系列提案

提 案 者:致公党广东省委员会,李力强等委员

评选理由:省政协主席会议督办重点提案.提案者从我省养

老护理员队伍建设现状出发,提出做好养老护理

员培训的顶层设计、构建合理的养老护理员培训

体系、营造养老护理员良好从业氛围、构建养老

护理员多元供给格局、提升养老护理员的职业认

同感等建议.结合提案办理,各有关部门采取有

力措施,加快培养优秀的养老护理员队伍,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支持各类院校设立养老服务相

关专业,全省共有１８８所各类院校开设养老服务

相关专业,在校生超过１４万人.实施 “南粤家

政”工程,将居家、养老和医护等纳入重点培训

项目.创新培训方式,有效提升养老服务从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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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专业技能水平.组织大型公益宣传活动,提高

养老从业人员的社会认可度和获得感.

２３
案　　号:第２０２２０２７１号

案　　题:关于巧用居住权制度解决 “空心村”问题,振兴

乡村留住乡愁的提案

提 案 者:毕亚林委员

评选理由:省政协主席会议重点督办提案.提案指出,广东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最突出短板在农村.建

议在现有土地管理制度下,切实解决 “空心村”

问题,盘活利用农村宅基地,推动乡村振兴高质

量发展.各承办单位认真研究吸纳提案建议,根

据 «乡村振兴促进法»,依照 «土地管理法»第六

十二条 “国家允许进城落户的农村村民依法自愿

有偿退出宅基地,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

员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等相关规定,

对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的整治、退出和盘活利

用等作出具体规定.在保障低收入人口基本住房

安全的前提下,有序开展闲置宅基地和农房盘活

利用工作,进一步壮大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撬动农村发展新动能,有力助推乡村产业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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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案　　号:第２０２２００７６号

案　　题:关于大力推进涉外企业合规建设,助推我省外贸

高质量发展的提案

提 案 者:民建广东省委会

评选理由:提案针对我省企业的合规资源投入匮乏、企业对

境外法律、法规、政策、文化等情况不熟悉、管

理体系建设成本较高、经验不足、人才缺乏等方

面提出意见建议.各承办单位结合提案办理,将

意见建议吸收到 «广东省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实施

细则»和 «广东省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管理办

法»等系列政策文件中,引导企业加强跨国合规

经营.举办全省商务法律服务月活动,组织涉外

律师赴各地市开展专题培训、现场咨询、合规体

检等法律服务,培训企业累计超过２０００家;开

展 “以法慧企,粤行越稳”涉外法律服务系列活

动,举办防疫物资商业出口、企业境外经营合规

管理体系建设、广东汽车产业跨国贸易投资法律

服务及风险防范等重点专题活动１０余场.加快

涉外法律服务业发展,大力推动企业合规建设,

不断提升企业跨国合规经营能力,为贸易高质量

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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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案　　号:第２０２２０１１６号

案　　题:关于强化涉农地理标志商品保护推广,助力乡村

产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提案

提 案 者:民进广东省委会

评选理由:我省是涉农地理标志商品大省,借地理标志发挥

集群效应大兴涉农产业,对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实现共同富裕意义重大.提案分析了我省涉农地

理标志产品的发展现状及保护推广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探索专门立法、完善特

色质量保证体系、加强培训和宣传推广力度、发

挥华人华侨优势等方面的建议,具有非常重要的

现实意义.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期间,被选为

“委员通道”发言,获羊城晚报、南方网和 «南

方»杂志综合报道,取得较大社会影响.提案承

办单位认为提案对推动我省地理标志立法、加快

建设地理标志农产品从生产端到销售端全过程质

量管控标准体系等工作起到积极作用,将考虑在

«广东省地理标志保护条例»中吸收采纳提案有

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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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案　　号:第２０２２０１２３号

案　　题:关于加快发展我省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提案

提 案 者:九三学社广东省委会

评选理由:住房保障是重要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以人民为

中心,切实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尽最大努

力帮助新市民、青年人等缓解住房困难,是党中

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是 “十四五”时期

住房建设的重点任务.提案所提意见建议周到详

实,具有较强建设性和可操作性.承办单位充分

参考借鉴提案所提建议,结合建议内容研究谋划

推动全省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督促各地市

尽快明确本地区各渠道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申

请条件、审批流程、操作指引及工作要求等,推

动项目尽快落地实施.截至２０２２年６月底,全

省已建立涵盖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产业园区配

套用地、存量闲置房屋、新供应国有用地、保障

性安居工程等保障性租赁住房计划项目共５８０
个,全省累计筹集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共４３４
万套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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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案　　号:第２０２２０１４８号

案　　题:关于进一步推动广东环保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提案

提 案 者:广东省工商联

评选理由:针对目前我省环保产业发展还存在企业规模较

小、生态环境产业集聚度不高、科技成果转化

率较低、标准体系尚不完善等问题.提案根据

产业实际情况,提出构建环保协同发展长效机

制,利用数字化手段创新绿色产业发展,大力

建设环保业务数字交易平台,打造再生资源回

收利用网络体系等建议.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提

案办理工作,统筹有序推进双碳工作,继续加

大财政与绿色金融对我省环保产业的支持力度,

推动产业对接平台建设,加强绿色技术创新能

力,加强环保产业标准体系制度建设.提案通

过办理,助力促进我省统筹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工作,构建环保协同发展长效机制,促进绿色

产业数字化发展,推动产业对接平台搭建,健

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体系,进一步推动我

省环保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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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案　　号:第２０２２０１５５号

案　　题: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

的提案

提 案 者:台盟广东省委会

评选理由:提案针对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层保护工作力量

薄弱、专业人员缺乏、与现代生活融合不足等方

面提出意见建议.各承办单位充分吸纳提案建

议,出台了 «广东省粤剧保护传承规定» «广东

省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 «广东省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

«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管理细则»等

系列政策文件,研究制定 «广东省关于进一步加

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２０２２
年,对粤剧、广彩、木雕等８７个省级以上非遗

代表性项目给予２５９８万元资金补助,启动了省

级以上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运行评估和代表性传

承人传承活动评估,接下来将结合提案建议,进

一步做好非遗保护传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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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案　　号:第２０２２０３４４号

案　　题:关于推动我省留学生创业园高质量发展的提案

提 案 者:王大平委员

评选理由:省政协外事侨务委员会督办专题提案.留学生创

业园是我省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推动科

技成果转化和培育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地.提

案针对留学生创业园政策支持协同不足,同质化

竞争不利于形成集聚效应,服务不能满足留学人

员创业需求,高校、研发机构、金融机构参与力

量不足等问题提出对策建议,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等承办单位认为提案对推动我省留学人员创

业园建设工作具有积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直接的

工作促进参考价值,认真吸纳提案建议,推动出

台 «关于我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

意见»«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措

施»(“科创１２条”)等重要政策文件.重点加

强 “资金链”“创新链”建设,促进与 “人才链”

“产业链”有效衔接,打造留学人员创新创业

“最完整生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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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案　　号:第２０２２０３５３号

案　　题:关于新形势下推进我省跨境电商发展的提案

提 案 者:致公党广东省委会

评选理由:提案指出,在新冠肺炎疫情催化下,我国跨境电

商飞速发展.我省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连续七年居

全国第一.针对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加强

跨境电商相关政策扶持、完善核心业务数字化转

型、着力解决物流发展瓶颈问题、促进跨境电商

与产业集群协同发展、加强对跨境电商人才培养

和引进等建议.各有关部门结合调研了解情况,

将提案建议吸收到 «广东建设跨境电商示范省实

施方案»中.目前,该方案经十三届省政府第

１９７次常务会议、第十三届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已以省政府名义上

报国务院审定印发.同时省商务厅在落实省政府

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推进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政策措施»过程中,结合提案建议,指导各

地市抓好工作落实.今年１－９月,我省跨境电

商进出口实现３６６０亿元,同比增长５６％,为全

省稳外贸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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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案　　号:第２０２２０４５６号

案　　题:关于双减背景下提高学校办学质量的提案

提 案 者:李卫东委员

评选理由:“双减”是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的重大教育改革,

是我国教育现代化建设从 “基本现代化”迈向

“总体现代化”、从 “教育大国”迈向 “教育强

国”的紧迫要求.提案提出加快建设基于大数据

的学校信息化教学管理、加大学校教科研力度、

重视学生生涯规划指导等建议,省教育厅认为与

当前工作重心一致,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先后印发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

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若干措施»等２７份

“双减”政策文件,制定出台 «广东省教育发展

“十四五”规划»«广东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行动方案»等,紧紧围绕校内减负提质、教师队

伍建设两条主线,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

“双减”工作走深走实.

３２
案　　号:第２０２２０４８７号

案　　题:关于创建国家级潮汕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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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案 者: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评选理由: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督办专题提案.提

案针对潮汕传统文化的保育和传承、加大文化遗

产基础工作力度、建立多层级文化生态保护协调

机制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各承办单位结合提案

建议,印发 «广东省推进汕头潮州历史文化保护

利用行动方案»,加快推进汕头、潮州历史文化

保护和利用,推动岭南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实施潮汕历史文化保护利用

“八大工程”,推动汕头以更大魄力、在更高起点

推进改革开放,推动千年潮州文化古城、汕头经

济特区的文化建设迸发新活力.进一步落实文化

生态保护区属地人民政府的建设主体责任,加强

指导和扶持,探索创新保护机制,确保各项保护

措施落实落细,整体保护富有成效,让更多的民

众受益.

３３
案　　号:第２０２２０５３４号

案　　题:关于支持民营中小企业的提案

提 案 者:李震霄委员

评选理由: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督办专题提案.提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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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分析调研疫情发生以来,我省中小企业面临复

工复产难稳定,运营成本高昂,市场需求不足,

产业链低迷,供应链弱势,上游账期导致现金流

压力较大等困难,提出加大金融扶持力度,构建

更宽松的多维度的融资渠道,从基层中小企业实

际经营的角度提出针对性补贴,数据驱动扶持精

准创业,制定更人性化的互联网小微企业管理方

案等建议.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承办单位认为提

案建议全面客观,对有关部门了解现阶段我省中

小企业发展痛点,更好地促进我省中小企业发展

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将在下一步工作中积极采

纳,加大对中小企业纾困帮扶力度.

３４
案　　号:第２０２２０５７６号

案　　题:关于构筑农业生物安全防线,助力广东农业高质

量发展的提案

提 案 者:王希龙委员

评选理由: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省因特

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气候条件,面临的形势越

来越严峻,成为我国防范农业生物安全风险的最

前沿.提案细致深入地分析了我省农业生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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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科学性针对性较强的

建议,部分建议与省生态环境厅即将制定实施的

«广东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不谋

而合,对进一步贯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

安全法»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和生物安

全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做好我省农业生物安全

管理工作,筑牢国家生物安全 “南大门”具有重

要参考价值.

３５
案　　号:第２０２２０８００号

案　　题:关于设立澳区委员与深合区管委会对话恒常机

制,全面推进琴澳融合发展的提案

提 案 者:朱海生等委员

评选理由:省政协港澳台委员会督办专题提案.提案针对加

快推进琴澳两地全面融合与合作,更好地发挥澳

区广东省政协委员的双重积极作用,提出设立澳

区委员与深合区管委会对话恒常机制、定期面对

面沟通等建议.省委统战部等承办单位结合提案

办理,建立省政协与合作区执委会定期会商机

制,建立合作区执委会、省政府横琴办与省政协

港澳台委员会、澳门委员工作室的联系直通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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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构建重要事项决策咨询制度.充分发挥澳区

委员 “超级联系人”作用,积极发挥澳区委员的

文化平台优势,助力澳区委员队伍建设与发展,

对推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起到了积极作

用.

３６
案　　号:第２０２２０８２８号

案　　题:关于加快红树林保护修复,促进蓝碳生态系统建

设的提案

提 案 者:钟金香等委员

评选理由: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督办专题提案.红树

林是固碳储碳、应对气候变化的 “海洋绿肺”.

我省是海洋大省、红树林密布,具有天然条件优

势,也面临一定问题和挑战.提案提出强化红树

林顶层保障机制,引导多方资金助力,提升蓝色

碳通量综合监测能力,构建蓝碳标准体系及交易

机制,开展保护修复科技攻关,加强国内外交流

与合作等建议.省自然资源厅等承办单位采取有

力措施,深入贯彻落实 «广东省红树林保护修复

专项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将提案建议内容吸收

到省委、省政府部署制订的 «广东省红树林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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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专项规划»和 «广东省万亩级红树林示范区

建设工作方案»中.集聚各方资源和力量,加快

推进台山镇海湾红树林＋生态养殖＋生态旅游示

范、雷州沿岸红树林＋生态养殖＋蓝色碳汇交易

示范、徐闻红树林修复＋防灾减灾示范、阳西程

村湾红树林修复＋乡村振兴示范、惠东考洲洋红

树林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旅游＋湿地文化宣教

示范等项目建设,着力打造红树林保护修复和蓝

碳生态系统建设的广东样板.

３７
案　　号:第２０２２０９２７号

案　　题:关于助力防范和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的提案

提 案 者:李红等委员

评选理由:提案者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结合２０２１年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关于 “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

资,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工作部

署,分析当前基础设施投融资现状和困难,从拓

展投融资渠道、扩大带动有效投资;加强服务与

资源配置,增强社会资本吸引力;挖潜优质项

目,加大力度推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

基金;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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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提出建议,省财政厅等承办单位认为建议中

肯,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操性,对我省强化政

府债务管控、研究完善投融资相关政策具有积极

的参考借鉴意义.省财政已在财力允许条件下,

对专项债用于基础设施项目资本金的部分给予贴

息补助,大大降低承担基础设施建设任务主体的

债务风险,增强承担基础设施建设任务主体的融

资能力.

—７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