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案号 题  目 提案者

1 ★1006 关于进一步加强广州市流溪河流域水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提案 市台盟

2 1009 关于防范预付费违约风险提升城市居民消费能级的提案 市台联

3 ★1011 关于促进广州市非公有制企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提案 市工商联

4 ★1012 关于广州打造全球氢能源产业高地的提案 市民盟

5 ★1014 关于打造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提案 市致公党

6 ★1021 关于加强城市更新下广州市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提案 市民盟

7 ★1025 关于科学有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以绣花功夫打造珠江沿岸世界一流滨水活力区的提案 市九三学社

8 ★1026 关于进一步优化广州国际生物岛交通体系，助力打造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高地的提案 市政协城建资源环境委

9 1036 关于振兴广州老字号 助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提案 市民建、市政协经济委

10 ★1039 关于在疫情防控中加快发展和完善第三方医学检验检测工作的提案
市民建、市九三学社、黄埔区政

协

11 1040 关于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CRO产业地标 助推我市打造全国新药和医疗器械创新策源地的提案 市政协经济委、黄埔区政协

12 ★1045 关于提升广州金融服务科技创新能力 建设大湾区科创金融创新中心的提案 市农工党

13 1046 关于大力发展广州文博创意产业 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的提案 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

14 ★1049 关于培育时尚新场景 打造引领消费升级的时尚之都的提案 市民进

候选集体优秀提案目录（共38件）



15 1061 关于推进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设 切实防范化解公共安全风险的提案 市政协社会法制民族宗教委

16 1062 关于提升广州北站能级，加快构建空铁一体化综合交通体系的提案
市政协城建资源环境委、花都区

政协

17 1067 关于推动市区数据融合 更有力支持智慧城市建设的提案 市政协教科卫体委

18 ★1069 关于进一步推进我市新时代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提案 市民进

19 ★2021 关于加快广州氢能汽车应用，促进氢能产业全链条发展的提案 市民革

20 1003 关于切实加强老年人健康教育 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的提案 市台盟、市政协教科卫体委

21 1008  关于设立广州台青公寓的建议的提案 市台联

22 1013 关于加强广州特色地方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水平的提案 市民盟

23 1015 关于开展门诊统筹包干试点的提案 市致公党

24 1019 关于推进老旧小区物业管理与基层治理加快融合的提案 市致公党

25 1024 关于建设硬科技之都 铸强广州创新内核 增强面向全球的城市核心竞争力的提案 市九三学社

26 1038 关于建设大科学装置赋能广州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的提案 市民建

27 1041 关于以新材料研发机构为突破口，加快推动广州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提案 市民革

28 1042 关于壮大隐形冠军企业群，提升广州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产业链创新链高质量发展的提案 市民革

29 1044 关于加强我市全科医师队伍建设 强化全科医生双“守门人”作用的提案 市农工党

30 1047 关于创新中医药文化传播方式 推动中医药产业发展的提案 市政协教科卫体委



31 1048 关于加快体育消费结构优化升级 助力广州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提案 市政协教科卫体委

32 1055 关于以广州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推进实现共同富裕的提案 市九三学社

33 1060 关于全面提升广州通信产业 打造我市新万亿级产业集群的提案 市九三学社

34 1063 关于增强广州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影响力的提案 市农工党

35 1066 关于加快推进我市生物医药产业做大做强 打造广州战略性支柱产业的提案 市农工党、黄埔区政协

36 1070 关于建设沉浸式历史文化街区 焕发老城市新活力的提案 市民进

37 1071 关于广州地下空间资源合理有序规划利用的提案 市政协城建资源环境委

38 1073 关于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人才新高地 促进国际高端人才在穗发展的提案 市农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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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案号 题  目 提案者

1 2010 关于完善“直播带货”行业法律规制的提案 于欣伟

2 ★2024 关于大力发展会议产业促进“疫”后经济加快复苏的提案 谢伟光

3 2065
关于依托南沙邮轮母港和中船龙穴基地构筑华南邮轮经济核心生态圈，打造广州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靓
丽新名片的提案

翁殊武等

4 ★2087 关于打造氢能示范园区，建设氢能全产业链条，为双碳目标实现提供广州方案的提案 但军

5 3011 关于加快广州东部交通路网建设 构筑起外联内畅的大交通格局的提案 邓静红

6 ★3035 关于广州加强发展都市现代农业的提案 王淑平

7 3039 关于大力推进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提案 王桂林

8 ★3040 关于加强城市交通大脑建设，打造广州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大基座的提案 刘佳

9 3041
关于借国家植物园建设东风，将华南植物园与周边“火龙凤”片区打造为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文明示范
区的提案

邵国明等

10 3066 关于加快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南片区发展的提案 郑旭

11 3071 关于“储”“改”结合拓展产业空间，推进珠江沿岸高质量发展的提案 温志文

12 ★3075 关于加快推进广州市现代种业发展的建议的提案 廖如

13 3088 关于加速楼宇零碳数智化进程，助力广州实现绿色化转型的提案 龚元等

候选委员优秀提案（共44件）



14 3094 关于拓宽资金筹措渠道，加快推进我市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和老旧小区改造的提案 吴辉文

15 ★4005 关于优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进广州产教融合试点建设的建议 徐科飞

16 4013 关于加强穗澳科技创新交流合作的提案 戴建业

17 ★4023 关于促进广州大学城科创成果转化的提案 高洪昭

18 ★4042 关于以老城区的红色文化景点构建文旅路径，引领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活化的提案 谭国戬

19 ★4058 关于建立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制度的提案 郑子殷

20 ★5018 关于创新社区安全体系建设的提案 龚伟河

21 ★5038 关于关注广州地区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成果转化，推动环大学城科技成果转化基地的建设的提案 李劲

22 ★5054 关于提升广州市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提案 郑子殷

23 2035 关于绿色金融助力广州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的建议的提案 张海玉

24 2045 关于提升化妆品品牌核心竞争力，打造广州国际美妆之都的提案 赵锴

25 2049 关于加速提升产业数字化转型，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提案 张挺

26 2064 关于将广河高铁广州段与广中珠澳高铁同步规划同步建设的提案 邬卫东等

27 2066 关于加强我市民营企业合规建设 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提案 魏国华等

28 2075 关于建议培育工厂电商新模式，推动我市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提案 李健晖



29 2086 大力发展农村中药种植及产业化，助力乡村振兴 江英桥

30 2090 关于加快建设广州北部航空零部件产业基地 助力民航高质量发展的提案 傅敏等

31 3006 关于开通广州夜班地铁，激发夜间经济，助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提案 刘根生等

32 3007 关于推进广州轨道交通高质量发展的提案 邓毛颖

33 3034 关于全面提升广州开发区西区道路交通建设的提案 马劲轲等

34 3037 关于加强广州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提案 付伟

35 3059  关于加快推进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创建国家植物园的提案 张海玉

36 3074 关于加大新能源建筑废弃物运输车辆推广支持力度，提升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质量的提案 苏浩伟等

37 3091 关于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园促进乡村闲置农用地开发利用的提案 李名扬

38 4016 关于在“双减”政策下提升少年儿童课后教育公共服务水平的提案 陆伟刚等8人

39 4025 关于广州博物馆新馆用地规划建设时尚消费综合体 助力打造广州塔—琶洲世界级地标商圈的提案 温志文

40 4027 关于乡村旅游精细、精致、精品化建议的提案 林冠男等

41 4038 关于加快建设青少年运动安全风险管控体系的建议的提案 张剑涛等

42 4063  关于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会面宣传的建议 金贞玉

43 5024 关于加强新型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助力广州制造业与建筑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建议的提案 张剑涛等



44 5070 关于加强新发展格局下高校归国留学人员统战工作的提案 杨素梅

注：★为年度重点提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