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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票预售期调整为15天
开车前8天及以上退票免费

珠江时报“买花助农”报道引起各方关注

买花的人多了销售妙计也来了

珠江时报讯（记者/欧林菊
邹韵斯通讯员/李芳毅陈淑仪）
买花助农，馨香满城！昨日，珠

江时报报道桂城平胜、里水花农

年花滞销的消息，引起了各方的

关注。在桂城平胜，花农反映有

不少客户是看了报道后前来“帮

衬”的；在里水，政府部门也加紧

研究，准备通过制作购花地图、

打造线上买花平台等方式助农

户打开销路。

市民结伴到花场买花
“宣传十分见效，你们采访

报道后的 24小时内，已经有

超过10个客人打电话来咨询

我们兰场的蝴蝶兰价格及销售

方式。”阿开兰园场主潘连开

表示，在助农报道的宣传下，

兰场一天内多卖出了十几盆蝴

蝶兰。

看着客人逐渐多起来，原本

还在为蝴蝶兰销售出路而发愁

的平胜兰场场主看到了希望的

曙光。他们现在每日在兰场等

待客人前来，手机24小时开机，

抓紧卖花黄金时间，争分夺秒多

卖一盆是一盆。

市民林小姐在朋友圈看到

助农报道后，立即转发到多个亲

友群，并约上好友来到桂城平胜

社区瓜步村“逛花街”。“为了疫情

防控，花市停办也能理解，但如果

家里买不到年花，总感觉缺少年

味，所以直接来到兰场购买，不仅

能帮助花农，还能让家里提前感

受过年气氛。”林小姐说。

谋划打造线上买花平台
在里水，南海花博园、万顷

园艺世界的花农也反映，助农报

道对解决他们的困境很有帮

助。“感谢媒体帮忙，报道写得很

真实，非常及时！”南海花博园工

作人员刘中庆告诉记者，园区昨

日再次组织花卉种植户研究年

花销售对策。

星盈兰业负责人李文星表

示，一大批兰花花期正好，希望

有更多的市民来逛花场，买一株

也是支持。

据了解，当前里水镇相关部

门正在密锣紧鼓开展助农工作，

包括制作里水购花地图、打造线

上买花平台，届时市民通过购花

地图可快捷到达花场，通过线上

平台可以直接下单买花。

（相关报道详见A06版）

我们倡议：买一盆花添一份力
年花滞销，花农发愁，全

城关注。珠江时报昨日关于

年花销售遭遇难题的报道，

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反响。花

农的难题，也已经引起各级

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有关

部门正在紧急研究对策，尽

快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缓解

卖花难问题。许多市民也献

计献策，提出各种解决问题

的思路。而作为媒体人的我

们，也正在谋划更多的行动。

我们倡议：买一盆花添

一份力。

作为本土媒体，民之所

难，心之所系，我们将继续做

好缓解卖年花难题的报道；

为了助力问题的最终解决，

我们正在谋划参与具体的年

花销售活动。为此，我们倡

议：多方携手，买花助农！

我们倡议：给家里多添

一盆鲜花。在为温暖的小家

增添春意的同时，也为花农

走出困境增添一份力量。

我们倡议：多转发、多传

播有关年花销售的消息。转

发就是助力！

我们倡议：各个社区的

物管公司、业主群群主，合理

整合小区住户的购花需求，

主动与花农对接，担当起市

民与花农之间的沟通渠道，

助力年花从田间走进家庭。

我们倡议：市民们积极

参与各级政府部门举行的公

益助农、购买年花活动。

共享一城芬芳，我们祝

愿这个美好的春天属于你

我，也属于辛勤的花农。

助农报道通过佛山
+
App、珠江时报公众号等平台发布后，南海市民纷纷转发，仅微信公众号推

文半天就获得过万阅读量。其中还有不少网友在后台留言为花农销售出谋划策，我们摘选了其中一
些网友的留言。

网友留言

@夏日艳阳：建议花农和各个大型楼盘的物业公司以及团购店联系，在小区设

点，以社区团购形式推销，这比坐等要好多了。薄利多销，保本为主！

@Sandy：建议推出“网上花市”，线上渠道更加方便选购。

@我是Viki：花农辛苦了一年真不容易，现在因疫情花市取消，我们应该帮一下他

们，我打算约上亲友去买几盆花。助农买花，手有余香。
扫码查看详细报道

转发助力花农销售

据新华社电 记者13日从中

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

到，为配合各地政府落实疫情防

控常态化措施，避免重复购票退

票给旅客带来不便，自发售2021
年2月12日（正月初一）车票起，

铁路车票预售期调整为15天，即

1月 29日起售 2021年 2月 12
日（正月初一）车票。1月14日至

1月28日，只发售2月11日（除

夕）及以前的车票。

自1月29日起，旅客可在同

一起售时间通过12306网站、铁

路12306手机App、电话订票、

自动售票机、车站窗口和代售点

方式购买车票，具体起售时间可

通过12306网站（含客户端）查

询。

自1月14日起，旅客因行程

改变需退票的，免收退票费的时

间期限由原规定的开车前15天

以上同比例调整为开车前8天（含

当日）以上；7天及以内退票的，仍

按48小时以上、48~24小时、24
小时以内梯次退票收费规定执

行；办理改签和变更到站业务时，

仍不收取改签费用。

鲲鹏齐展翅南海赢未来
◎蓝志中

珠江时报讯（记者/戴欢婷
柯凌娜通讯员/基石）加入季华

实验室深耕科研一年后，我国最

早从事固体原子相研究的中科

院院士叶恒强，昨日在南海区鲲

鹏人才大会上，获得“一事一议”

领军人才安家补贴1000万元。

聚天下英才，再造高质量

发展新南海。昨日，南海召开

鲲鹏人才大会，以“鲲鹏”为名

发布“十四五”人才发展纲领性

文件《南海鲲鹏人才计划》，未

来5年将投入50亿元，吹响全

球揽才“集结号”，从世界顶尖

人才到国家、省、市高端人才，

再到技工、社工等各类基础性

人才，都能享受资助、户籍、住

房、医疗、社保等多方面政策优

惠。

南海区地处珠三角核心区

和广佛极点核心区域，粤港澳

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

等国家重大战略在这里交汇叠

加。得益于此，近年来已有多

个院士项目落户，包括钟南山

等院士牵头的项目在内，均有

转化项目落户南海，为南海新

兴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一组数据显示：南海从

2011年实施“人才立区”战略

至今，全区人才总量超过55万
人，其中中外院士26人、国家

高层次人才70人，总量居于省

内同级地区前列。

当下，南海正在建设广东

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

验区，构建“两高四新”现代产

业体系，需大量人才智力支

撑。“南海依靠人才走到今天，

也必须依靠人才走向未来。”

南海区委书记闫昊波在会上

发出最强人才“求贤令”：三百

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只要能

为南海发展作贡献，都是优秀

人才。

“《南海鲲鹏人才计划》名

称源自《庄子·逍遥游》中关于

‘鲲鹏’的表述，寓意天下英才

齐聚南海，就像鲲一样遨游、像

鹏一样翱翔。”南海区区长顾耀

辉介绍，该计划首次提出对掌

握“卡脖子”技术的高精尖人才

和团队，采取“一事一议”给予

特殊支持等政策，含金量高、覆

盖面广。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

研究所研究员孙公权获得市区

专项扶持金额共1亿元，是首

个“天佑之星”落户团队带头

人，对于扎根南海发展、推动项

目产业化，他充满信心，“在这

里，我们看到南海雄厚的产业

基础，政府服务贴心，也看到南

海对人才的尊重。”

“南海将在政策落实、政策

兑现上狠下功夫，用真心诚意

礼遇人才，用战略机遇吸引人

才，用事业平台汇聚人才，用优

质环境留住人才。”闫昊波寄语

人才在南海大显身手，如鲲一

般畅游四海，如鹏一般翱翔九

天，与南海一道奔向更辉煌的

未来。

（相关报道详见A02/03版）

南海以“鲲鹏”为名发布“十四五”人才新政

5年投入50亿驱动“鲲鹏”南海展翅

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

以才兴。一个国家如此，一个

城市亦是如此。

1月13日，南海区召开新

年第一个高规格大会——鲲鹏

人才大会。大会发布了“十四

五”南海人才工作总纲领，重磅

推出“南海鲲鹏人才计划”。

2021 年是“十四五”的开

局之年，南海首个大会高调发

布面向全球的最强“求贤令”，

可见行进在高质量发展路上

的南海对人才的渴望与重视。

这次人才大会，彰显了南

海招才引智的“三心”。

决心。体现南海区委区
政府对做好新时期南海人才
工作的决心。人才工作，是新

时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在

新的历史转折点，这是抓住发

展机会的关键时刻，是南海打

造创新发展引领区、城乡融合

示范区、广佛同城先行区、人

文生态宜居区的动力之源。

诚心。体现南海区委区
政府对兑现人才政策承诺，激
励人才安居乐业的诚心。发

出面向全球的最强“求贤令”，

诚心诚意邀请四海人才到南海

安居乐业，一系列的扶持政策

让人充满期待，充分发挥人才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大效能。

信心。体现南海区委区
政府以人才推动创新，以创新
推动发展的信心。南海正在

全面推进广东省城乡融合发

展改革创新实验区建设，构建

“两高四新”现代产业体系，全

面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征途，

在“十四五”承前启后的新时

期，更应加强人才政策推动产

业发展的力度，抓住机遇制定

新的纲领性文件，发布新的品

牌。南海有能力和信心为四

海人才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凝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

力量。

当今城市综合实力的竞

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

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证

明，人才不仅是科学和技术发

展的引领者，也是经济社会发

展的推动者，而且是先进生产

力中起着主导作用的要素。

人才是区域竞争中最受

关注的焦点，也是在竞争中成

功胜出的秘诀。追踪近年来

南海人才发展轨迹，不难发现

探索与创新之举处处彰显。

（下转A02版）

为家国尽所能
让岁月镌美好
——致全体佛山市民朋友的
公开信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

当前，国外新冠肺炎疫情加速

蔓延，国内本土疫情呈零星散发和

局部聚集性疫情交织叠加态势，疫

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随着春节假

期临近，人员流动频繁，为巩固来之

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努力让每位

市民都过上一个平安健康、欢乐祥

和的春节，我们向大家发出如下倡

议：

一、请您尽量选择留在佛山过
年，为减少人员流动作贡献。佛山

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希望您尽可能

留在佛山过年，我们将竭诚为您创

造祥和的假日生活。如您确需外出

或返乡，请您尽量错峰出行，密切关

注疫情形势变化，同时请您主动向

单位或社区（村居）报备目的地、出

行时间和返程时间等信息。出行期

间，请您全程佩戴口罩，做好手和用

品消毒等个人卫生防护，减少接触

公共物品，妥善保存票据以备查

询。我们建议您假日期间避免前往

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和境外。

二、请您尽量选择线上团拜和
视频会议，为降低疫情传播风险作
贡献。我们倡导各类企事业单位和

社会组织不召开、不举办、不组织线

下大规模会议、培训、团拜、慰问、联

欢等活动，如需举办，请您尽量选择

线上或视频方式。我们请您尽量减

少组织体育赛事、举办展览展销和

非营业性演出等大型活动数量及规

模，我们要求50人以上的聚集性活

动组织或承办单位必须制定疫情防

控方案，承担防疫主体责任。

三、请您尽量从简举办婚丧嫁
娶活动，为减少人员聚集作贡献。
我们倡导移风易俗，婚丧嫁娶尽量简

办。我们建议减少大规模节日祈福、

庙会灯会等节庆活动，减少人群聚

集，降低疫情传播风险。我们请您尽

量减少亲朋好友聚会聚餐，家庭私人

聚会聚餐控制在10人以下为宜。

四、请您尽量选择线上无接触
消费，为减少接触感染风险做好防
护。我们鼓励线上方式消费，提倡

线上购买、无接触式配送、自助结算

方式付款。我们建议尽量少去人员

密集和密闭场所，如确需前往商场

超市、农贸市场、影剧院、KTV、景点

景区等场所，请您理解和主动配合

场所的体温检测、健康码查验等防

控措施，并做好自我防护。

五、请您积极响应爱国卫生运
动倡议，为减少疾病发生做好防
范。我们呼吁大家积极开展环境卫

生大扫除，主动清理卫生死角，自觉

分类投放垃圾，创造干净、整洁的人

居环境。我们建议您在日常生活中

养成勤洗手、多通风、使用公筷公勺、

不食生冷食物等卫生习惯，出门佩戴

口罩，社交保持“一米线”距离。平时

请您主动留意观察自己和家人的身

体状况，一旦出现发热、咳嗽、乏力等

症状，立即就近前往医疗机构发热门

诊就医，并向医务人员如实告知个人

旅居史、活动史和接触史。

为家国尽所能，让岁月镌美

好！相信我们大家携手同心，一定

会迎来疫情消弭、春暖花开之日！

感谢您对疫情防控工作的支持！衷

心祝福您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家庭

幸福、万事胜意！

佛山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2021年1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