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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罗炽娴

通讯员/包文兵） 在新春佳节

来临之际，昨日，市委常委、南海

区委书记闫昊波率队慰问佛山

军分区，并召开军政座谈会，畅

叙鱼水深情，共谋军地发展。

座谈会上，闫昊波代表南

海区委区政府和全体市民向佛

山军分区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的

问候和美好的祝愿，并介绍了

过去一年南海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过去一年，在驻军部队的

大力支持下，南海经济社会保

持平稳健康发展，预计地区生

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大关，连

续6年荣获全国中小城市综合

实力百强区第2名。南海驻军

部队把驻地当故乡、视人民为

亲人，忠诚履行职责使命，积极

参与南海经济社会建设，在抢

险救灾、维护稳定、扶贫帮困工

作中提供了有力保障，共同谱

写了南海新时期军民团结、拥

军爱民的新篇章。

市委常委、佛山军分区政

委吴金龙感谢南海对双拥工作

的重视。他表示，南海区征兵

工作走在全省前列，征兵数量

为佛山五区最多，并率先推开

了区、镇、村三级退役军人服务

体系建设，佛山军分区建设稳

步开展。成绩的取得有赖于地

方政府的关心支持，军分区将

一如既往地支持南海区委区政

府的工作，共同为南海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贡献。

闫昊波表示，新的一年，南

海将继续发扬双拥工作的优良

传统，积极支持南海驻军部队建

设，广泛开展各种拥军活动，积

极落实拥军优属政策，不断巩固

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大好局

面。希望驻南海中国人民解放

军指战员、武警官兵、民兵预备

役人员与南海人民同心同德、砥

砺前行，为南海高质量发展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区委常委郭家新，区委常

委、区人武部政委潘建刚参加

活动。

闫昊波率队慰问佛山军分区

军民携手助推南海高质量发展

珠江时报讯（特约通讯员/

陈志健通讯员/朱嘉泳）昨晚，

里水镇第三届岭南新春水上花

市举行开幕暨亮灯仪式，从即

日起至1月23日，欢迎市民来

水上花市买年花、赏美景、观灯

光水秀、打卡网红点，一起欢乐

过大年。

南海区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黎妍，副区长冼富兰出席了

开幕和亮灯仪式。

激情澎湃的中西乐器合奏

和粤剧大师吴非凡带来的《里

水欢迎你》拉开了活动序幕，里

水一河三岸灯光璀璨，花香袅

袅，不少打卡点游人如织。

在“步步高升”打卡点，市

民周珍和朋友围着装饰转了两

圈，许下了美好祝愿。不远处

新开通的“情浓桥”则迎来了里

水河灯光水秀表演，伴随音乐

响起，“情浓桥”化身亮丽的舞

台，水柱随着音乐摆动落入河

中，极具震撼力。河上的花船

搭载游客水上巡游，经过装饰

和鲜花点缀的龙舟、花艇散布

在木栈道边，今年新设置的木

栈道买花区域可以方便市民一

边赏灯一边买花。

本届水上花市范围包括富

寿园、艺术河畔等两大园区，各

个区域分布以“里”为单位，如

网红摊是“潮人里”，美食摊是

“卡路里”，此外还有“恭喜里”

“花漾里”“歌声里”“欢喜里”

“涟漪里”“欢迎里”“快活里”

等。现场划分美食摊、网红摊、

文创摊、年花摊、年货摊等100
多个摊位，最潮小礼品、里水特

色美食、有趣文创手信、各样时

花、年花、贺年用品应有尽有。

近年来，里水镇打造的岭

南新春水上花市以创新形式唤

醒岭南年味，一跃成为珠三角

地区最受瞩目的新春花市，去

年每天都吸引数万人来买花、

看花、赏灯、祈福，更亮相央视

《新闻联播》及《新闻30分》。

黎妍充分赞赏里水水上花

市，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品

牌，把花、水、龙船、民俗等元素

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既传播了南

海、里水的传统文化，也对拉动

夜间经济做了非常好的尝试。

里水镇第三届岭南新春水上花市开幕

畅游水上花市买年花赏美景

据新华社电 在中华民族传

统节日庚子鼠年春节即将到来之

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4日下午

在人民大会堂同各民主党派中

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

人士代表欢聚一堂，共迎佳节。

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各民主

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向统

一战线广大成员，致以诚挚的问

候和新春的祝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

政协主席汪洋，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

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民盟

中央常务副主席陈晓光、民建中

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常务副

主席刘新成、农工党中央主席陈

竺、致公党中央主席万钢、九三学

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

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

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吕建、刘恒等

应邀出席。应邀出席的还有全国

政协副主席董建华、何厚铧、梁振

英，已退出领导岗位的各民主党

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原主席、第一

副主席和常务副主席。

吕建代表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致辞。

他表示，2019年，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以不畏浮云遮

望眼的胸怀掌舵领航，以咬定青

山不放松的定力稳健前行，带领

国家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

就。2020年，统一战线广大成员

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中

共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为中国复兴号巨轮扬帆远航加油

助力。

在听取吕建致辞后，习近平

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2019

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

凡的一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

形势，面对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

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大家一起团

结奋斗、一起攻坚克难，有付出也

有收获，有艰辛也有快乐。一年

来，中共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沉着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

明显增多的复杂局面，坚定不移

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打好三大

攻坚战，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

明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更为坚实

的基础。

习近平指出，2019年也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

协商制度确立70周年。一年来，

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

无党派人士自觉维护中共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团结一心、锐

意进取，在凝心聚力、服务大局上

展现了新的作为。各民主党派和

无党派人士扎实开展“不忘合作

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

回顾多党合作初心，弘扬优良传

统；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

质量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考察调

研，提出意见和建议，为中共中央

科学决策和有效施策提供了重要

参考。各民主党派中央深入开展

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加大定点监

测、驻村调研力度，为打赢脱贫攻

坚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各级工商

联持续开展“光彩行”活动，踊跃

投身“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

动。无党派人士积极为国家经济

社会发展建言献策。习近平代表

中共中央，对大家的辛勤工作表

示诚挚的感谢。

习近平强调，2020年是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

坚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收官

之年。希望大家全面贯彻中共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

会精神，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标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

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

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工作，为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

攻坚作出新的贡献。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

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

党制度，在凝聚共识、优化决策、

协调关系、维护稳定等方面发挥

了独特作用。希望大家认真学习

贯彻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坚定信心和决心，引导广大成员

和各自所联系群众，增强坚持中

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思想自觉、政治自

觉、行动自觉。

习近平指出，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需要凝聚

起包括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

派人士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智

慧和力量。希望大家围绕中共中

央决策部署，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新形势，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目标任务，调查研究察实情，实

事求是建诤言，做中国共产党的好

参谋、好帮手、好同事。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要

持之以恒加强自身建设，民主党

派也要持续加强自身建设。希望

各民主党派努力成为政治坚定、

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

制度健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

政党，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

习近平指出，全国工商联要加

快推进工商联各项改革，更好促进

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

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要加强无

党派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做好思想

引导和政治引领工作，为他们发挥

作用搭建舞台、提供条件。

丁薛祥、尤权，各民主党派中

央、全国工商联有关负责人，中央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
代表中共中央，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致以诚挚的问候和新春的祝福

汪洋韩正出席

南海开展市场监管领
域安全工作节前检查

落实主体责任
做好安全监管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春妹通讯

员/刘小祺）临近春节，安全工作“不

打烊”。昨日，南海区副区长乔吉飞

带队开展市场监管领域安全工作节

前检查，主要查看了广禾物流园的

叉车使用情况及南海实验小学的食

品安全情况。

检查组首先来到广禾物流园，了

解园区内叉车的使用情况，以及园区

企业是否对承运货物的来源进行登

记查验等。针对园区存在的监管问

题，检查组提出了整改意见，包括货

物流通环节要把好货物进场关，园区

要清楚货物类型、来源和数量，同时

要对入园人员进行登记，并建立相应

的信息档案等。

广禾物流园共有叉车 200多

辆，南海将把这些叉车纳入监管范

围。检查组要求，园区要切实落实

叉车司机持证管理、作业叉车上保

险等工作，做好叉车监管。

在南海实验小学，检查组查看

了学校食堂的酱油等调味料的生产

日期，同时到农残检测室，了解学校

食堂的农残检测工作。为让学校更

方便快捷地对蔬菜瓜果等进行农残

检测，南海为学校配备了农药残留

快速检测仪器，并要求学校每天购

进蔬果后都要进行检测，检测数据

实时传输到相应部门的数据统筹中

心，以利于监管部门对问题农产品

进行溯源和追踪，从源头上保障了

食品的质量。

乔吉飞表示，从目前来看，农残

检测的效果还不错。下一步将新增

300个检测点，同时对进入南海流

通领域里的食品进行跟踪监管。

乔吉飞强调，无论是物流园还

是学校，最主要的任务是抓好主体

责任落实，提升内部管理。同时，政

府部门也要加强市场的流通环节、

事后的监管。

■里水水上花市开幕，里水河一河三岸花香袅袅，游人如织。 珠江时报记者/方智恒摄

S269清龙线九江段
主路改造动工

珠江时报讯（记者/罗炽娴 通

讯员/吴燕君）昨日，S269清龙线

九江段主路改造工程动工，设计工

期为两年，预计 2022年投入使

用，将有效缓解九江镇工业大道、

青平路、樵江路等三处路口交通拥

堵情况。

该项目位于南海区九江镇，起

于既有的樵江路交叉口以北约

500米，沿现状道路自西往东延

伸，与樵江路、青平路、康泰路、佛

开高速、工业大道、明安路等道路

相交，终于南海区与顺德区交界

处。项目总投资预算约 4.79亿

元，全长约5.76公里。

九江镇镇长张厚祥介绍，改

造后，沙龙路的过境车辆将可以

快速通过，转弯、调头车辆拥有更

宽裕的空间进行交通转换，沙龙

路的桥上桥下通行能力将得到极

大改善。

南海区副区长黄颂华表示，

各部门要通力合作，将这一线路

建成跨区交流的连心路、区域合

作的协作路、经济社会发展的腾

飞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