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2

要闻

2019年5月17日 星期五
责编 陈婷 美编 梁章云

习近平会见第六次全国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表彰大会代表

为推进我国残疾人事业发展再立新功
李克强王沪宁参加会见

据新华社电 第六次全国自
强模范暨助残先进表彰大会16 日
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
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大会代表，
向他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勉励他
们再接再厉，为推进我国残疾人
事业发展再立新功。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参
加会见。
上午 11 时，习近平等来到人
民大会堂北大厅，全场响起热烈
掌声。习近平等同代表们热情握
手，关切地询问他们的工作生活
情况，
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国务委员王勇参加会见并在

表彰大会上讲话。他说，
要以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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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论述和指示
精神，
加强组织领导，
健全工作机
制，
创新工作理念，
以更加有力举措
做好残疾人工作，
加快残疾人小康
进程，
坚决打赢农村残疾人脱贫攻
坚战，
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利，
推

动残疾人事业健康发展。广大残疾
人要以全国自强模范为榜样，
进一
步弘扬残疾人自强精神，
努力创造
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大会表彰了 167 名“全国自
强模范”
、
100 个
“全国助残先进集
体”
、
100 名
“全国助残先进个人”
、
100 个“残疾人之家”和 33 名“全
国残联系统先进工作者”。身残

志坚、倾心盲人按摩事业的严三
媛，
不畏艰难、不惧生死的扫雷英
雄杜富国，
富有爱心、热心公益助
残的宋桂华等 3 名获奖代表分别
在会上作了发言。
丁薛祥、陈希、胡春华、黄坤
明、肖捷参加会见，曹建明、陈晓
光和中央军委委员张升民出席大
会并参加会见。

传统文化
“牵手”
现代设计
佛山创意设计成果亮相深圳文博会
珠江时报讯（记者/洪晓诗 摄
影报道）为期 5 天的第十五届中国
（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以下简称
“文博会”
）昨日在深圳
会展中心开幕。今年佛山再次组
团参展，并以“创意点亮城市，设
计美好生活”
为主题，
集中展示佛
山工业设计、家居设计、珠宝设
计、玩具设计、服饰设计、文创设
计的成果。

全开放式空间
丰富观展感受
佛山展馆位于一号馆。展馆
以“梦想魔盒”为设计概念，整体
由形态不一的梦想魔盒组合构
成，馆内每一个展示方块都设置
不同主题，与设计成果展品相呼
应。市文广旅体局介绍，展馆内
部采用全开放式自由观展空间，
不同展示方块连接错落有致，呈
现出层次感与纵深感。在色调运
用上，
则呈现出能量流动、力量蓄
发的视觉感，
构成活跃、流动性强
的观展感受。
值得一提的是，
佛山展馆采用
了创新橱窗式情景展示，
展馆外围
是几个橱窗式展示空间，
展示了香
云纱服饰、创意家具、平洲玉器等
文创产品，
打破实物展示界限，
以
情景式跨界搭配形式展示。
此外，在展馆入口还设置了
多功能 LED 屏幕，播放视频的同

■佛山展馆以“梦想魔盒”为设计概念，
别具时尚特色。
时还采用红外感应触摸系统，实
现所有文创园区以地图视频形式
呈现，并实现现场观众触控交互
互动功能。

石湾陶艺
触电腾讯游戏
最 新 的 艺 术 瓷 砖 产 品 、翡

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南部分区赛佛山
“开战”

■来自华南理工大学的队员做赛前检测准备。

通讯员供图

强化政治担当
扎实推进
对口支援工作
珠江时报讯（佛山日报记者/李
静）昨日上午，
佛山市·得荣县对口支
援工作座谈会举行，
双方对接交流了
对口支援工作情况。佛山市委常委、
副市长蔡家华会见了得荣县对接考
察团一行，
佛山市政协副主席骆毓林
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座谈会上，
佛山市挂职得荣县干
部李叶平汇报了佛山对口支援得荣
工作情况。自 2014 年对口支援得荣
以来，佛山不折不扣落实省委、省政
府工作部署要求，
在广东省援川前方
工作组的统筹下，
援建得荣县 17 个项
目，
较好地改善了当地教育、医疗、居
住等民生条件。两地交流交往交融
深入开展，
产业援建、智力支援、经贸
合作、社会力量融入等各方面工作有
序推进。
得荣县委副书记、县长廖大洪对
佛山的倾情援建表示诚挚的感谢。
他说，
得荣县是四川省甘孜州藏区的
一个深度贫困县，
2018 年已经实现了
647 户 3581 人脱贫，2019 年计划贫
困县摘帽，
149 户 769 人脱贫。今年，
得荣县将继续深入谋划东西部协作
和对口支援相关工作，
积极与佛山对
接，
加大两地产业、人才交流、民生等
多方面的合作力度。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的关键之年，
继续抓实抓好今
年的对口支援工作意义重大。
骆毓林表示，
佛山将强化政治担
当，紧盯时间节点和目标任务，与得
荣县干部群众一起持续扎实推进对
口支援工作。主要是继续狠抓民生
项目建设，改善当地群众生产生活；
大力推进产业援建，
通过制定产业扶
持政策、引导更多企业参与得荣县建
设发展，助力得荣县打赢脱贫攻坚
战；加大智力支援力度，积极推动两
地干部人才培训交流；
继续动员社会
力量参与，
组织开展捐赠和捐资助学
活动。
此次佛山之行，
得荣县对接考察
团还实地参观考察了广东新媒体产
业园、广东工业设计城、广东顺德军
民融合创新产业园。今天上午，
得荣
县还举办“阳光得荣·投资促进及农
产品推介会”
，
展示得荣经济、人文发
展实貌，
吸引佛山资本到得荣投资兴
业，
共赢发展。

佛山公安落实公安部全面推行的10项
“放管服”
改革新措施

6月起小车驾驶证全国
“一证通考”
珠江时报讯（记者/郭美欢 通
讯员/黄铁城）6 月 1 日起，公安部
全面推行 10 项“放管服”改革新
措施，包括小型汽车驾驶证全国
“一证通考”
“
、异地分科目考试”
、
“大车驾驶证省内异地申领”等。
昨日，
佛山公安交警部门通报，
将
严格落实相关措施。

大车驾驶证
省内异地申领
据介绍，
公安部全面推行的10
项
“放管服”
改革新措施中，
小型汽
车驾驶证全国
“一证通考”
“异地分
科目考试”
“大车驾驶证省内异地申
领”
这三项，
最受驾校和学员关注。
小型汽车驾驶证全国“一证
通考”
，
即内地居民和取得港澳台
居民居住证的港澳台居民初次申
领、
增驾小型汽车驾驶证，
只需持
本人身份证（或港澳台居民居住
证）即可在全国任一地申领，
（不
包括持军队、
武警部队、
境外机动
车驾驶证申请）。
“异地分科目考试”
措施，
则大
大方便了驾考中途搬离原所在地
的市民。举个例子，
小明在驾考期
间因工作生活的原因，
需要离开原
居住地来到佛山。新政实施前，
小
明只能在两地折返，直到完成驾
考；
或者注销在原居住地已参加驾
考科目的成绩，
才能在佛山重新参
加驾考。而新政实施后，
小明如果
已经在原居住地通过了科目一或
科目二或科目三实际道路考试，
则
可向佛山车管所申请办理变更考
试地业务，
但只允许办理一次。
“大车驾驶证省内异地申
领”，即初次申领、增驾大中型客
货车驾驶证（不包括持军队、
武装
警察部队、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申

小车驾驶证“全国通考”

5 类业务
“异地通办”

分科目考试异地可办
大车驾驶证省内异地申领
车辆转籍异地可办
摩托车检验“全国通检”

5 项服务
“便捷快办”

10

项新措施

术学院醒狮队今年继续参赛。据
了解，参赛的高校都将获得官方
组委会提供的技术培训、研发物
资、赛务指引等多项支持，
大赛总
冠军还将获得50万元的奖金。
19 日比赛结束当天将举办颁
奖典礼和青年工程师大会，邀请
多位人工智能领域专家作学术讲
座。市教育局还将在赛后组织参
赛大学生选手到佛山多家智能制
造业企业参访。
市教育局副局长徐旭雁说，
机器人产业是佛山重点发展的新
兴产业。希望通过比赛，吸引更
多大学生关注，吸引更多人才支
撑佛山机器人产业发展。
副市长谭萍表示，大赛搭建
了全国大学生机器人竞赛与互动
的平台，有效推动了高校学生参
与科技创新实践。
据介绍，
作为全球首个射击对
抗类的机器人比赛，
赛事在诞生伊
始就凭借其颠覆传统的比赛方式、
震撼人心的视听冲击力、
激烈硬朗
的竞技风格，
吸引了全球数百所高
等院校、
近千家高新科技企业及数
以万计的科技爱好者的关注，
迄今
参赛学生已接近3万人。

塑作品。近年，佛山正尝试以传
统文化与电竞 IP 相结合，设计创
作年轻人喜欢的、具有佛山特色
的文创衍生品。该作品是依据腾
讯游戏《乱世王者》经典型像“乱
世王者—霸王项羽”
创作，
也是石
湾陶艺首次跨界电竞游戏新文化
领域。
“这是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

公安部全面推行的

珠江时报讯（记者/区辉成 通
讯员/李飞鸿）由共青团中央、
中华
全国学联联合主办的第十八届全
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RoboMaster2019 机甲大师南部分区赛，
昨
日在佛山市岭南明珠体育馆拉开
帷幕。来自全国1000多名高校学
生和青年工程师参加现场角逐。
这是该赛事第二年在佛山举行。
昨日早上 8 点，比赛打响，首
场比赛由华南理工大学华南虎队
对阵厦门大学RCS队。根据比赛
规则，参赛队员独立研发制作多
种机器人参与团队竞技，双方机
器人阵容由英雄机器人、步兵机
器人、工程机器人、空中机器人、
哨兵机器人五个种类构成。通过
第一人称视角操控自主研发的机
器人进行射击对抗，直到将敌方
基地攻破即可获胜。
记者现场发现，
佛山不少中小
学校专门组队前来观赛，
共同体验
这场紧张刺激的高科技竞赛。
在接下来的 3 天内，来自广
东、福建、浙江等 10 个省份的 38
支队伍将在佛山同台竞技，争取
晋级总决赛的名额。作为本土队
伍，去年首次参赛的佛山科学技

翠 珠 宝 设 计 精 品、电 竞 IP 形 象
原 创 陶 塑 、香 云 纱 产 品 …… 本
次 佛 山 组 织 了 超 过 10 家 本 土
文化与创意融合成果突出的企
业参展。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封伟民的
作品《霸王项羽》引得众人驻足拍
照留念。据了解，这是封伟民首
次为电竞游戏 IP 形象创作的陶

的作品，
在新的领域以精致入微、
形神生动去塑造时尚潮流，是石
湾陶塑的新尝试。”封伟民介绍，
该作品在石湾陶艺与动漫游戏题
材之间找到结合点，通过这样的
创作，让非遗更年轻、让游戏更
“民族”
。
红色的毛发、蓝色的胡须、炯
炯有神的大眼睛……
“狮王阿醒”
以其鲜明的色彩和现代的设计感
引起现场关注。金狮文化传播
（佛山）有限公司创始人叶晓敏介
绍，
“ 狮王阿醒”是公司开发的一
个文化 IP 形象，通过授权进行商
业落地。目前
“狮王阿醒”
已经在
服饰、手办模型、茶饮品、体育用
品 、手 机 配 件 上 完 成 了 商 业 授
权。
“去年 10 月完成了对 ABCKIDS 品牌的授权，在其 2300 家门
店推出采用
‘狮王阿醒’
元素设计
的服装新品。
”
“前两年我深入采访了佛山
黎家狮，
‘ 狮王阿醒’的设计上吸
收了佛山传统狮头文化的灵感。
”
叶晓敏表示，把佛山文化推广到
全国乃至世界是自己创作这个品
牌的初衷，接下来还会推出动画
电影《狮王传奇》。
据了解，
第十五届文博会设 9
个专业展馆，汇聚海内外 10 多万
种文化创意产业展品，近 6000 个
文化产业投资融资项目在现场进
行展示与交易，吸引了 50 个国家
132个机构参展。

佛山市·得荣县对口支
援工作座谈会召开

抵押登记简材料简环节
汽车 4S 店代发临时行驶车号牌
车购税信息实行“联网核查”
推广全国统一交管服务电话
号码“12123”
使用原车号牌新增“两个便
捷”
（同一车主名下的同号牌种类
的非营运车辆，
可以申请互换一次
号牌号码；
原机动车注销、
迁出或
者转移后，
保留原号的时限由一年
调整为两年。
）
制图/梁章云

请的）的学员，
同省不同地市的凭
居民身份证直接申请。

下月起将迎来
暑假驾考高峰
今年，
我市迎来驾驶人报考高
峰。据统计，
第一季度全市共受理
机动车驾驶人初学、
增驾9.2万人，
比2018年同期增长近70%。4月
达到我市驾驶人考试单月报考人
数历史新高。同时，
我市驾驶员培
训机构也大幅增加，
从去年的 50
多家增加至现在的63家。
面对报考人数激增，为让学
员顺利领取驾驶证，佛山交警车
管部门多项举措提高驾考效能。

全市车管部门加大了初学、增驾
考试业务受理量。以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车管所为例，今年第一季
度比 2018 年同期增加各科目考
位共 1.6 万个，
全市考场共新增考
试车20辆。每天的考试时间从原
来的 7 个小时延长为 12 个小时。
除延长每天考试时间外，还利用
周末加考等措施充分挖掘考能。
据统计，全市车管部门第一
季度共投入考试员、安全员共计
2000 人次，
全市待考人数稳步下
降，
考试周期缩短。
佛山交警提醒，
下月起将迎来
暑假（6~8月）报名、
考试的高峰期。
为避免扎堆待考，
建议大家结合自身
情况，
合理安排学车考试时间。

《奔跑吧》佛山功夫特辑
今晚播出

兄弟团在佛山
与武林高手切磋

珠江时报讯（记者/黄源力）全新
一季《奔跑吧》将于今晚 9 点在浙江卫
视播出。本期节目在佛山录制，佛山
民间高手向兄弟团发
“英雄帖”
！在身
经百战的“武林高手”面前，兄弟团是
否能应对自如？
据介绍，本期《奔跑吧》节目在佛
山录制，嘉宾除了李晨、Angelababy
杨颖、郑恺、朱亚文、王彦霖、黄旭熙、
宋雨琦之外，还有《延禧攻略》剧组成
员聂远、吴谨言、佘诗曼、张嘉倪。在
最新发布的预告片中，佛山无影棍、
虎鹤双形、双节棍、洪拳、太极、咏春
等中国传统武术一一上线。面对佛
山功夫大师们行云流水般的一招一
式，曾饰演过一代宗师“黄飞鸿”的郑
恺秒变“扫地僧”大展身手。而深藏
不露的 Angelababy 却与咏春师傅
现场切磋起来，专业的动作让兄弟们
大为意外。
嘉宾们还在世界陶文化圣地寻陶
根，
在游戏中体会佛山文化的魅力，
领
略岭南文化悠久的历史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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