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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记者4日从共青

团中央获悉，今年五四青年节期间，

各级共青团组织广泛开展“学党史、

强信念、跟党走”主题团日活动。

团中央书记处全体同志分赴

学校、红色教育基地、企业等参加

基层团组织活动。团中央书记处

第一书记贺军科参观天津大学张

太雷烈士纪念室，参加求是学部

2019级智能二班团支部“学党

史、强信念、跟党走”主题团日活

动，希望团员青年学习党的光辉

历史，用心感悟一代又一代共产

党人爱国爱民的崇高追求、无私

奉献的高尚情操、坚韧不拔的顽

强意志，勇敢担负时代责任，勇于

创新、实学实干，努力成为堪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五四期间，各地团组织紧紧

围绕“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主

题，采用学习座谈、宣讲交流、仪

式教育、参观体验等形式，开展了

一系列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主

题活动，吸引团员青年广泛参与。

在网络空间，全团广泛开展在

线主题活动。五四青年节当天共

有3600万人次青少年在线参与。

各地开展“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主题团日活动

经合组织专家：

中国良好增长前景
和进一步开放
将持续吸引外资

据新华社电 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经合组织）中国政策研究室主

任玛吉特·莫尔纳3日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时表示，得益于有效控制

新冠疫情及诸多行业加速开放，去

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外资

流入国，中国良好的增长前景和进

一步开放的举措将助力中国持续吸

引外资流入。

经合组织日前公布的数据显

示，受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外国

直接投资（FDI）总规模为8460亿

美元，比上年下降38%，为2005年
以来最低水平。其中，流入中国的

FDI逆势增至2120亿美元，增幅

为14%；流入美国的FDI为1770
亿美元，下降37%。

莫尔纳说，疫情得到控制后，中

国经济迅速恢复增长，中国因此成

为FDI更为现实的目的地。开放程

度进一步提高是中国吸引外资的另

一个重要因素。经合组织数据显

示，从2019年到2020年，中国减

少了外国直接投资限制，在金融服

务领域最为明显，制造业、农业和建

筑业的外资限制也有所放松。

莫尔纳指出，中国FDI存量占

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仍相对较低，吸

引外资仍有很大增长空间。“稳外

资”是中国政府一项重要政策目

标。在传统行业和制造业等领域，

引进外资有助于技术升级、改善组

织管理以提高效率。

各部门积极保障
“五一”小长假客流
安全顺畅出行

据新华社电“五一”小长假过

半，各地出行客流持续高位运行。

铁路、电力、民航等部门坚守岗位，

强化安全管理，优化服务举措，保障

广大旅客安全顺畅出行。

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

司的统计显示，5月3日，全国铁路

发送旅客1374.5万人次，较2019
年同期增长3.2%。5月4日，返程

客流递增，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520万人次。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公司增开

武汉至深圳北、宜昌东至上海虹桥、

襄阳东至北京西等“夜间高铁”16
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公司在各

大火车站服务台增设城市交通指引

功能，与航空、公交、地铁紧密联动，

提供“无缝接驳”服务。中国铁路呼

和浩特局集团公司在呼和浩特、包

头等主要客运站增派客运服务人

员，开放所有自助售取票机、进出站

通道和验票闸机，尽最大能力疏导

旅客进出站和乘车。

“五一”假期，电动车使用频率

大幅增加。为助力公众假期绿色出

行，国网山东莒县供电公司组织工

作人员走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对电

动车充电设备进行安全巡检，及时

发现和处理线路设备异常问题；国

网山东临沭县供电公司组织党员服

务队，强化对辖区内电动车充电设

备的巡查维护，提高巡检频率，为电

动车用户假期出行保驾护航。

珠江时报讯（记者/黎小燕）

昨日上午10时许，央视新闻+
APP率先播出“大湾区·大未

来”青年快闪活动。香港、澳门、

广州、深圳、佛山等11个大湾区

城市的青年代表们，以快闪的形

式同唱歌曲《我和我的祖国》，祝

愿大湾区融合发展的美好未来。

随后，晚间的央视《新闻联

播》也对快闪活动予以报道并播

出片段，其中的醒狮、祖庙万福

台上粤剧表演等镜头展示了独

具特色的佛山文化元素。

青年才俊汇聚
唱出佛山最生动的形象

本次快闪活动由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发起。市民可在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网、央视

新闻+APP以及佛山电视台公

共、综合、影视频道，珠江时报视

频号、醒目视频APP等回看佛

山快闪活动视频完整版。

在佛山快闪活动的视频中，

一位热爱音乐的大学生乘坐地

铁来到佛山岭南天地，漫步于古

朴典雅的街巷，随后打开吉他，

在“诗社音乐季”的舞台上动情

地唱起歌来。清亮的歌声吸引

了游客们驻足跟唱。

视频中，6只精神抖擞的小

醒狮十分醒目。它们穿梭于街

道中，引领着人们一起向百年明

清古建筑——龙塘诗社汇聚。

大家一起挥舞着鲜艳的五星红

旗，发自内心地、热情澎湃地共

同唱起《我和我的祖国》。

有别于其他快闪文艺大汇

演风格，本次快闪以清新脱俗、

精致典雅的气质，力求展现佛山

与众不同的生活气息，用充满故

事感的场景化细节描绘专属于

青年人的美好生活，真实再现具

有浓郁岭南特色的幸福生活景

象。视频穿插展示了沿途游客

们的自然反应，以及在岭南天地

游玩、购物、美食的场景，映衬了

佛山时尚快节奏的潮流之感。

同时，祖庙万福台上青年粤剧演

员的表演，则带出了佛山作为粤

剧发源地不断传承与创新的文

化繁荣景象。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快闪汇

聚了佛山一众青年才俊，包括珠

江形象大使刘钰滢，佛山电视台

主持人袁媛、袁梓峰，青年歌唱

家董丽君、付晓鹏，香港著名唱

作人吴国敬，以及全国脱贫攻坚

先进个人徐航，中国产学研创新

奖先进个人钟先锋，全国优秀共

产党员、“中国好人”潘柱升，外

来务工者、全国人大代表、大城

工匠苏荣欢，全国模范教师、全

国特教园丁马善波，全国优秀共

青团干部卢少巧等代表人物。

此外，本次快闪还邀请了四

度上央视春晚的南海区民乐小

学醒狮队，和来自禅城区文化

馆、禅城区紫南村、南海区文化

馆、南海教师合唱团的代表，以

及广东职业技术学院、佛山科学

技术学院、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

学校的大学生等百余人共同参

与。

融创基地挂牌
支持港澳青年创新创业

佛山处于粤港澳大湾区中

心区域位置，经济总量位于湾区

城市的前列。作为千年古镇，佛

山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作为改革

开放的前沿阵地，佛山充满着现

代城市的无限活力。

值得一提的是，“佛港澳台

青年融创基地”在岭南天地简氏

别墅挂牌，该基地是佛山市服务

港澳青年的总平台，双向对接高

素质青年人才和优质企业资源，

搭建青年创新创业和就业服务

体系。成立一年多来，基地已迎

来千余人次的港澳社会团体和

青年人，他们在佛山参访、考察、

交流，也让越来越多的港澳青年

走进佛山、扎根佛山。

参与本次快闪的青年人中，

就有多位来佛山创业的香港青

年。如香港青年庄一洲，在佛山

开发人工智能自动化项目。他

说：“参加这次快闪合唱，我觉得

很激动，在佛山的创业经历也让

我深刻感受到了佛山以及大湾区

的蓬勃发展前景，希望大家团结

一起，共同建设好我们的祖国。”

“好开心，好兴奋！因为大

家是同心协力去完成这个合

唱。”谈起快闪的场景，香港青年

吴斯伟兴奋不已。他负责引入

香港澳门青年落地佛山、南海创

业就业，“大湾区前景无限，希望

香港、澳门的青年能和内地的青

年多交流，到佛山、到大湾区做

更多创新创业的项目，为祖国作

出贡献。”

对于在佛山创业的港澳青

年来说，佛山意味着发展、希望

与前程。这既是湾区视野下佛

山构建港澳青年“朋友圈”的硕

果，也为区域产业发展培育新动

能、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埋下希

望的“种子”。未来，佛山将在政

策、融资、服务等多方面支持港

澳青年创新创业，打造港澳青年

创新创业集聚区和优质生活圈。

文/珠江时报记者黎小燕

珠江时报讯（记者/黎小燕

摄影报道）“五一”小长假，南海多

个热门景区和旅游线路吸引了

八方游客。作为旅游行业的重

要一环，南海民宿业也不例外。

记者走访发现，多家颇具本土文

化特色的民宿深受游客青睐。

碧云山舍位于西樵山上的

碧云古村内，碧云村保留了以

晚清民国时期为主的民居建筑

群落，有着底蕴深厚的人文历

史，被称为“樵山第一泉”的无

叶井便坐落在此。该民宿相关

负责人介绍，碧云山舍共有 7
间精品客房，早在“五一”假期

的前一周，5月1日至5月4日

的客房已提前预订满，进入假

期后，5日的客房也已“一房难

求”。

依托独特的旅游资源，具有

本地特色的民宿，成为接待游客

的重要载体，也打开了南海人文

宣传的又一扇门。陈女士来自

湖南长沙，一家三口入住碧云山

舍，并到西樵山观光游玩。“佛山

武术全国闻名，这次来就是为了

看西樵山的狮王争霸赛，没想到

的是，山下的听音湖晚上竟然也

这么美。”南海独特的人文和优

美的风光让陈女士一家十分留

恋，她本想再逗留一个晚上，但

无奈民宿房间已住满。

无独有偶，位于里水镇的民

宿“什间”的15间客房在假期间

也是全线订满。被碧湖环绕的

什间集现代建筑与中式庭院于

一身，有“水上庄园”之称。而该

民宿另一个特色之处在于拥有

民宿图书馆，什间晓读夜宿书吧

设在玻璃屋中，毗邻庭院和开阔

湖景，有各类图书2000余册，

让游客同步畅享书海和美景的

缤纷快乐。

“今年以来，一到周末我们

的房间就会爆满，以情侣入住为

多，五一假期间天天满房，基本

都是以家庭、亲子度假居多。”什

间民宿相关负责人说，什间是一

个综合的兴趣社交平台，拥有茶

间、乐间、艺间、食间、酒间等多

个主题空间，既适合亲子游，也

适合年轻人拍照打卡，不少公司

也会来举行团建活动。“五一”期

间，什间更是每日推出不同主题

的派对，吸引年轻人前来打卡体

验。

而位于西樵镇西岸南海湾

森林公园的银溪上筑，也因得天

独厚的旅游资源，“五一”期间客

房入住率超八成。银溪上筑民

宿管家琪琪表示，银溪上筑依山

而建，游客可以享受大自然赋予

的环境，呼吸负离子极高的空

气，凭借这些特点，民宿受到游

客欢迎。为了满足“五一”期间

住客需求，银溪上筑更是恢复了

农家菜预定服务。

近年来，南海区坚持把发展

全域旅游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抓手，推进全域旅游建

设，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构

建东部“文化+创意”、中部“文

化+商业”“文化+科技”、西部“文

化+旅游”的产业新格局，吸引了

广大游客前来游玩。此外，南海

区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政府出

台的多项扶持政策，也为民宿业

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11个大湾区城市同唱《我和我的祖国》

佛山青春“快闪”登上新闻联播

五一假期南海特色民宿受热捧
南海出台多项扶持政策，为民宿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晚上的南海民宿，别有一番雅致。

■佛山快闪活动在岭南天地举行，大家挥舞五星红旗，共同唱起《我和我的祖国》。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