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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将出席
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

据新华社电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4日宣布：应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邀请，国家主席习近

平将于1月17日在北京出席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并发表演讲。

南海区致广大企
业家和企业员工
朋友们的一封信

全区广大企业家和企业员工

朋友们：

岁序更替，华章日新。值此辞

旧迎新之际，谨向你们致以最诚挚

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福，祝大家新

春快乐、阖家幸福！

刚刚过去的 2021 年，是建党

100周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

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们

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新征程。

这一年，我们风雨同舟、和衷

共济，顶住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压

力，规上工业增加值和工业投资实

现大幅增长，实体经济明显反弹。

这一年，我们披荆斩棘、逆风

飞扬，市场主体活力迸发，达到

46.5万户，高企数量超2900家，规

上工业企业总量超3900家，为全

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这一年，我们勇往直前、齐力奋

进，“两高四新”产业化成果逐步显

现，全域综合土地整治取得实效，为

南海未来发展赢得更大空间。

这些发展成就凝结着广大企业

家和全体企业员工的心血和汗水，

彰显了不同凡响的南商力量，感谢

你们为南海经济社会发展付出的辛

勤劳动、做出的突出贡献！

新的一年，希望南海的企业家，

扎根南海再做新贡献。希望广大

企业家继续坚守实业报国的初心，

主动融入地方发展大局，履行社会

责任。

新的一年，希望南海的企业家，

矢志转型再上新台阶。希望广大企

业家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机遇，加快“两化”转型步伐，不断

增强核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新的一年，希望南海的企业家，

安心发展再添新动力。我们将奋力

构建“益晒你”企业服务体系，致力

做好企业的“店小二”，让每一位企

业家和员工们在南海安心工作、舒

心生活。

新的一年，让我们更加紧密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思想再解放、改革再出发，坚

定不移抓改革、促转型，埋头苦干、

勇毅前行，全力建设现代化活力新

南海，为佛山争当地级市高质量发

展领头羊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

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恭祝各位企业家及员工朋友

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事业腾飞、虎

虎生威！

中共佛山市南海区委书记顾耀辉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区长王勇

二〇二二年一月十三日

导 读

1元租金
喜提“团聚房”

A03

南商点赞
“佛山2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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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2022年春运

将于 1月 17日开始。公安部

14日发出春运交通安全提示，

在错峰放假开学、错峰返乡返

岗、错峰出游出行政策引导下，

今年春运道路交通流量将相对

缓解，但局部地区、重点时段人

流、车流、物流仍相对集中，交通

拥堵和交通事故易发高发。

综合交通出行特征、道路

货运流量、气象预测预报、疫情

防控形势等情况，2022年春运

道路交通安全依然面临严峻挑

战。自驾拼车出行持续增长，

私家车肇事易发多发，2021年
春运期间私家车肇事占比达

73%，成为春运突出风险点。

春节前和元宵节后货运高位运

行，超限超载、超速、疲劳驾驶

等违法肇事风险不容忽视。农

村地区交通流量增大，群死群

伤交通事故风险高，2021年

春运期间农村地区发生3起一

次死亡5人以上交通事故。城

市道路出行强度高，酒驾、不按

规定让行等违法多发，2021
年春运期间城市道路交通事故

起数占比达50.4%，创下历史

新高。另据气象部门预测，今

年 1月至 2月冷空气活动频

繁，易造成路面湿滑、结冰、能

见度降低等问题，车辆失控翻

坠、追尾甚至连环相撞等事故

风险增大。

公安部提示，自驾车辆出

行，应合理安排出行路线，驾车

时要集中精力，不超速行驶、酒

驾醉驾；行经高速公路，要保持

安全车距，不随意穿插，不占用

应急车道，遇事故“车靠边、人撤

离、即报警”；行经农村道路，要

降低车速，礼让行人；恶劣天气

出行，要“降速、控距、亮尾”，通

过急弯陡坡、积雪结冰路段，要

提前降低车速，不急打方向、急

踩刹车；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

选择正规营运客车，全程系好安

全带，不乘坐“黑车”、超员客车，

发现违法行为主动举报。

公安部发出2022年春运交通安全提示

今年春运道路交通流量相对缓解

珠江时报讯（记者/方婷 通

讯员/杨晨 梁筠仪 黎凤彩）1
月14日，南海区人民医院搬迁

工作媒体沟通会召开，对整体

搬迁期间市民所关心的问题进

行解答。据悉，搬迁工作由医

院全局统筹，南海区委区政府

及区卫健局等各级部门将提供

多方面支持，最大力度保障搬

迁期间患者生命安全。新院区

将于1月27日正式对外服务。

作为南海区政府的重点民

生工程，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

新院区（以下简称“新院区”）自

建设以来一直牵动着南海人民

的心，经历10年磨砺，整体搬迁

即将启动。

南海区卫健局副局长叶纯

坤表示，目前全区共有15家公

立医院，在数量上呈现“东高西

低”的趋势，“南海区人民医院搬

迁到狮山，将覆盖到更多的人民

群众，打破中西部片区医疗资源

不足的现状。于内将有效推动

南海区域优质高效医疗资源重

新布局，于外将对周边地区形成

强有力的辐射。”

关于医保问题，市医保局

南海分局副局长杜耀文介绍，

对于南海区人民医院整体搬迁

后，佛山市参保人在新院区就

诊，其医保待遇保持不变。对

于佛山门诊特定病种患者，目

前政策规定可选定市内3家定

点医疗机构作为门特报销选定

医院，同时在 1个年度内可变

更一次选定医院，可在各医院

的社保驻点办办理变更和查询

选点情况。

关于交通出行问题，南海

区公路事务中心副主任祁明泽

介绍，市民自驾车出行，可以直

接地图搜索“佛山市南海区人

民医院（新院）”，医院内有

2000个车位，十分充足。若市

民坐公交车出行，目前全区基

本覆盖公交线路到达新院区，

可以择优出行。

关于旧院区部分门诊保留

问题，南海区人民医院党委书

记巫祖强介绍，南海区人民医

院搬迁时间有几个节点，具体

为：2022年1月17日搬迁转

运演练；1月19日17：00起，

全面停止门诊服务；1月22日

零点起，全面停止手术室服务；

1月24日零时起，全面停止急

诊、发热门诊服务，停止办理入

院；1月24日起，开始转运住院

患者到新院区；1月27日起，新

院区全面对外试运行；2月7日
起，佛平路院区将保留B超、心

电图、CT和检验等部分辅助检

查项目，继续为市民提供简易

门诊服务。

作为南海医疗技术的龙头，

南海区人民医院的布局关系着

南海人民切身利益，同时对打造

更高水平的健康南海具有深远

影响。叶纯坤表示，南海区人

民医院顺利搬迁后，南海区将

持续聚焦全面提高南海区居民

健康水平，发挥全区优质医疗

资源优势，以《健康南海行动》

引领全区卫生健康事业迈上科

学快轨，着力提升基层医疗服

务能力，打造“三横四纵”医疗

卫生发展格局，构建优质高效

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相关报道详见A04版）

南海区人民医院整体搬迁即将启动
新院区1月27日全面对外试运行

珠江时报讯（记者/黄婷）1
月14日下午，南海区农村宅基

地全链条管理工作动员大会暨

桂城街道经验推广现场会召

开。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分管

领导，以及各镇（街道）、区相关

部门负责人、村居书记代表等参

加了会议。会议上，南海正式吹

响了宅基地新增“两违”歼灭战

的号角。

会议召开前，与会人员前往

桂城街道石石肯社区蓝田宅基地

进行调研。现场，桂城街道党委

书记岑灼雄对桂城街道开展宅

基地全链条管理工作进行了经

验介绍。南海区委书记顾耀辉

赞扬了桂城街道领导重视、机制

健全、部门联动、敢于碰硬，经过

几年严控，有效实现了宅基地

“两违”零增长。他指出，南海正

加快建设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

创新实验区，决不允许一边搞建

设、一边搞“两违”，决不允许新

增“两违”破坏高质量发展成果。

随后，农村宅基地全链条管

理工作动员大会在南海机关小

礼堂会议室召开。会上，桂城街

道、区农业农村局分别汇报了各

自工作情况；副区长李耀茂分析

了当前“两违”处置工作形势，部

署了近期遏制新增“两违”工作。

当前，南海出台了《关于严

厉控制新增违法用地违法建设

的意见》，建立“两违”处置“党政

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责任

体系。区长王勇表示，针对农村

宅基地“两违”问题，要从严管

控，确保严控新增“两违”力度不

减、尺度不松，将“两违”消灭在

萌芽状态。

顾耀辉表示，全体党员领导

干部要带头担当作为，各部门、

各镇（街道）、各村居要提高政治

站位，深刻认识“两违”处置工作

的重要性，压实各级责任，加强

督促考核，确保标本兼治取得成

效；向违法用地、违章建筑宣战，

不断拓展发展空间，推动城市更

新，全面提高土地和城市对高端

产业、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和承

载力；要斩断新增“两违”利益链

条，杜绝当事人利用“两违”建筑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顾耀辉强调，各镇（街道）要

在2月底前坚决拆除一批情节

严重的宅基地新增“两违”典型

案例，向全社会传递南海破釜沉

舟、向新增“两违”宣战的勇气和

魄力。

（相关报道详见A02版）

南海召开农村宅基地全链条管理工作动员大会暨桂城街道经验推广现场会

2月底前拆除一批典型新增“两违”

■新院区1月27日全面对外试运行。 (资料图片)

珠江时报讯（记者/戴欢婷

通讯员/南宣）1月14日，南海区

委书记顾耀辉主持召开南海区

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重

要指示精神和在中共中央政治

局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全国党史学习教育总结

大会精神，以及中央、省委、市委

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会议精

神。

会议要求，要深刻把握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科学性真理性，持续在真学

真懂真信真用上下功夫，进一步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自觉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

会议要求，要认真组织开展

南海区党史学习教育总结工作，

把党的历史作为最好的营养剂，

多措并举、创新方式，进一步深

化党史学习、教育、宣传；要总结

提炼推广“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的好做法好经验，把“我

为群众办实事”重点项目办实办

好。

会议强调，各镇（街道）各部

门要高度重视、认真准备，高质

量开好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主

生活会，切实把党史学习教育的

成果充分体现到加强党性检视、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和各项整

改措施上来；各级党委（党组）主

要负责同志要切实履行第一责

任人职责，发挥好带头示范和督

促把关作用。

南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要求认真组织开展南海区党史学习教育总结工作

把党的历史作为最好的营养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