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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克罗地亚总统米拉诺维奇
就中克建交30周年互致贺电

据新华社电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
13日同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统米拉诺
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0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克建交 30年
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两国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克政治互信
牢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取得积
极成果，给两国人民带来了福祉。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挑战，中克携手
抗疫，谱写了两国友谊新佳话。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克
关系发展，愿同米拉诺维奇总统一
道努力，以建交30周年为契机，巩
固两国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
接，共同引领中克关系实现更大发
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米拉诺维奇表示，克中建交以来，
两国各领域互利合作成效显著。相信
双方将继续携手努力，深化伙伴关系，
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
得新成果。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克罗地
亚总理普连科维奇互致贺电。李克强
表示，中克务实合作富有成效，佩列沙
茨大桥、塞尼风电等互利共赢项目树立
了中克、中欧合作的典范。中方愿同克
方加强沟通交流，巩固传统友好关系，
拓展务实合作领域，不断推动双边关系
走深走实。普连科维奇表示，30年来，
克中关系深入发展。克方将进一步发
挥积极作用，推动克中关系不断取得新
成就，造福两国人民和子孙后代。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年智）

5月1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官

微发布文章《物流保通保畅丨佛

山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勇

担保供稳链重任》，详细介绍佛

山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在

物流保通保畅方面的主要做法

和取得的主要成效。

文章充分肯定了佛山生产

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依托园区

运营企业，在精准落实疫情防控

举措的基础上主动承担社会责

任，全力保障民生物资和重要生

产物资中转、分拨和运输畅通，

维护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文章

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详细介绍。

在实施分类管控，保障生

产运营方面，文章介绍，枢纽企

业一汽物流（佛山）有限公司，

坚持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两手

抓，在严格执行卡车司机、生产

作业人员、供应链作业人员分

类管控措施的基础上，全力保

障生产运营。今年以来，一汽

物流（佛山）有限公司完成8.5
万余辆汽车零部件运输、装卸、

存储、转包、拣选、配送服务，完

成整车始发及分拨发运约 15
万台，货物吞吐量达43万吨，

为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挥

了重要作用。

在提供优质服务，保障供

应链畅通方面，疫情期间，枢纽

企业南鲲码头有限公司为支持

产业链上下游复工复产，积极

发挥网络优势，调动香港、佛山

等地的驳运、码头、报关、陆运

等业务资源，推动口罩、防护衣

等生产企业的生产设备及原材

料快速周转，并为相关企业提

供担保和结算费用等综合服

务，缩短提货时间。今年以来，

南鲲码头完成货物吞吐量约

330万吨，货物主要包括调味

品、粮食、生产生活电器原材料

等，保障了相关生产制造企业

原材料供应和产成品顺利发往

全国。

在开通绿色通道，助力香

港抗疫方面，香港疫情期间，供

港产品运输受阻，枢纽企业佛

山仓码公司在当地政府和海关

支持下，迅速建立了集驳船、码

头装卸、托运等各环节无缝衔

接的物流服务机制，为供港食

品提供“绿色物流通道”，助力

香港抗疫情、渡难关。据统计，

仅 2022年 2月 16日至 3月

31日，通过绿色物流通道运输

出口货量近800吨，货物类型

包括冻猪肉、冰鲜鸡、冷冻熟

食、非医用防护服、床等各类民

生用品。

在提升物流效率，全力保供

保产方面，枢纽设立了供港民生

物资业务专门服务窗口，全程监

控拖车、报关、驳船等各个环节，

冷藏集装箱上船立刻接电，确保

供港民生物资高效运输。同时，

组建防疫物资专业运输队伍，缩

短运输车辆集结时间，对防疫物

资、民生物资及保供保产原材

料，开设绿色通道，优先消杀、优

先理货、优先分拨、优先提货，提

升物流运作效率。

物流保通保畅有力保供稳链
佛山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获国家发改委点赞

珠江时报讯 5月10日到

13日，我市持续有暴雨、局部

大暴雨降水过程，全市各区先

后发布1次暴雨红色预警信

号、8次暴雨橙色预警信号。

此轮强降雨逐渐减弱，市三防

指挥部决定于5月13日17时
结束防暴雨Ⅱ级应急响应。

鉴于未来几天我市仍有

中到大雨，各级各有关部门要

结合实际，做好前期强降水可

能引发的城乡积涝、泥石流和

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防御

工作。

暴雨过后仍不能松懈，在

此提醒广大市民，周末来到，市

民出行、出游线路需合理安排，

不要前往强降雨高风险地区，

注意自身安全。尽量不要到山

边、水边、河边、路边等危险区

域，少去不熟悉的路段，特别是

积水严重路段，避免意外发生。

要警惕防范地质灾害。

大雨过后，居住在高陡边坡、

低洼地带、山边、河边两侧等

区域的地质灾害点或房前屋

后高陡边坡附近的住户、企事

业单位有关人员要加强巡查，

查看房前屋后周围排水沟是

否畅通，有没有开裂、漏水；查

看边坡是否出现裂缝、坍塌、

掉块，护坡、挡土墙有没有变

形，同时要注意观察房屋的墙

体或地面是否出现开裂或鼓

起等迹象。如果出现这些现

象要妥善处理，重要风险及时

向镇、村报告。

暴雨过后更潮湿的环境

会促进蚊虫孳生，要注意做好

环境消杀。野外活动要注意

减少身体裸露的部位，防范蚊

虫叮咬，从源头上预防疾病。

返校学生、复工复产企业

要继续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

息，做好雨后安全防范，主动

加强疫情防控措施，注意配合

政府部门落实各项疫情防控

措施。

珠江时报讯（记者/黄梦灵）

昨日，南海区政协举行智库专家

聘任仪式暨座谈会议，21位来

自经济、科学、民生、城建等多个

领域的高端人才被聘任为区十

四届政协智库工作委员会专家

成员，区政协主席唐棣邦为他们

颁发聘任证书。现场，“智囊团”

成员还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为

现代化活力新南海建设提出专

业建议。

据悉，本届南海区政协智库

的21位专家，均为在相关领域

具有较高研究水平、具有一定知

名度和影响力、对南海区社会经

济发展情况比较熟悉的专家学

者，专注领域涵盖经济类、科技

类、农业类、城建规划类、文化

类、管理类、民生类、港澳台类及

媒体类等。

“南海区政协智库的成立，

旨在借助外脑提升政协建言献

策的水平，助推现代化活力新南

海建设、加快南海社会经济发

展。”区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潘

永桐介绍，2022年度区政协共

安排了8个专题调研课题及6个
协商议政会，未来，新一届南海区

政协智库将在区政协常委会的

领导下，应邀列席区政协全体会

议、常委会议、主席会议和其他专

题会议，并参加区政协组织的各

种调研、视察、研讨等活动。

颁发聘书之后，区政协还召

开了专家座谈会，邀请专家们结

合各自研究领域献策现代化活

力新南海建设。

“非常荣幸能够成为南海区

政协智库成员。我认为，南海有

实力也有条件掘金预制菜赛道，

同时用现代技术来实现桑基鱼

塘的多元化发展也大有可为，还

有花卉种植、淡水鱼养殖等方面

也前景可期。”广东省农业科学

院党委书记廖森泰表示，今后，

他将结合自身研究领域并链接

相关资源，为南海发展现代农业

产业提供助力。

“我曾经在南海做过《关于

如何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

相关课题调研，南海的做法给了

我很多启示和激励。”北京师范

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创新发

展研究院院长、首都科技发展战

略研究院院长关成华表示，南海

是一个能让他学习到很多经验

的地方，接下来他将结合自身特

长和资源，为南海发展贡献力

量。

“当前，南海正处于转型升

级、提挡变速、爬坡过坎的关键

时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

凝聚各位专家的智慧和力量。”

唐棣邦对本届政协“智囊团”寄

予厚望，希望各位专家结合各自

擅长的领域和南海实际情况，为

南海高质量发展建言，区政协将

会全心全意为各位专家提供全

方位的保障服务。

佛山防暴雨响应结束
未来仍有降雨，市民需注意防范

21位专家获聘为南海区十四届政协智库工作委员会专家成员

政协智库添“智脑”献策活力新南海

珠江时报讯（记者/柯凌娜

通讯员/南宣）为加快推进区重

点项目、重点任务工作进展，及

时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遇到的

问题和困难，南海区政府梳理了

全区滞后或进展较慢的项目共

计46个。昨日下午，区长王勇

带队到桂城实地督办了交通、公

共文化设施、水环境治理、产业

基地建设等重点项目。

“目前工程进度如何？在

推进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问题？”

在海五路西延线（文华路至南

一路段）项目现场，督查组向施

工单位详细了解工程进展情

况。现场负责人介绍，该项目

已完成施工、监理合同签订，施

工单位已搭建项目部开展施工

前期工作，电力迁改工程已进

场施工，道路工程因征地拆迁

原因未能全面开工建设。对

此，督查组要求分管职能部门

要与施工单位加强沟通，密切

配合，积极主动为企业排忧解

难，加快工程进度，保障周边市

民出行。同时，督查组提醒施

工单位全面开工建设前要做好

充分的物料准备、人员培训等

工作，确保工程质量。

随后，督查组来到南海区文

化中心项目施工现场。该项目

位于南海区中轴线核心地段，总

建设面积约 17万平方米，于

2020 年 10 月动工，计划于

2024年9月竣工，目前工程如

期推进。据介绍，南海区文化中

心拟建立“理事会+企业”管理架

构，引入多种经营模式，目前已

征询相关单位意见。督查组要

求，相关部门要做好充分的准

备，提前谋划文化中心装修设计

及运营阶段的相关工作，同时要

加强对此类民生工程的督导检

查频率。

督查组还现场督查了平东

大道污水主管项目、中兴新智能

制造产业基地项目。据了解，为

加快推进南海区重点项目、重点

任务工作进展，及时协调解决工

作推进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区

政府对全区滞后或进展较慢项

目进行梳理，形成了《全区滞后

或进展较慢项目汇总表》，项目

共计 46个，包括建设类、产业

类、涉军类、政策类、资金类、征

拆类、改革类。

王勇要求，各镇街各部门要

从讲政治的高度，坚决贯彻国家

重大战略部署和“十四五”规划，

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加

快产业招商步伐。要认真落实

重点事项“一月三问”督办机制，

实行挂图作战，任务逐一销号，

切实提高工作效率，改善工作作

风，积极打造高效政府。要进一

步提高项目策划水平，尊重契约

精神，提高政商协作效率。要始

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好民生

保障工作，尽量减少项目施工对

市民生活的影响，使建设工程尽

快落地见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

做好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工作

新华社电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

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

《通知》提出，多渠道开发就业

岗位。扩大企业就业规模，对招用

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并签订1年以

上劳动合同的中小微企业，给予一

次性吸纳就业补贴。挖掘基层就业

社保、医疗卫生、养老服务、社会工

作、司法辅助等就业机会，社区专职

工作岗位出现空缺要优先招用或拿

出一定数量专门招用高校毕业生。

支持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按规定

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

款及贴息、税费减免、社会保险补贴

等政策。

《通知》要求，强化不断线就业

服务。把脱贫家庭、低保家庭、零就

业家庭高校毕业生，以及残疾高校

毕业生和长期失业高校毕业生作为

就业援助的重点对象，提供“一人一

档”“一人一策”精准服务。实施国

家助学贷款延期还款、减免利息等

支持举措。推进公共就业服务进校

园，建立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归集

机制，构建权威公信的高校毕业生

就业服务平台。打造一批大学生就

业指导名师、优秀职业指导师、优秀

就业指导课程和教材。深入实施离

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

计划，持续跟进落实实名服务。

《通知》明确，简化优化求职就

业手续。稳妥有序推动取消就业

报到证。取消高校毕业生离校前

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在就业协

议书上签章环节，取消高校毕业生

离校后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

办理报到手续。档案管理部门要

及时向社会公布服务机构名录和

联系方式。建立高校毕业生毕业

去向登记制度，作为离校手续的必

要环节。

《通知》要求，着力加强青年就

业帮扶。强化户籍地、常住地就业

失业管理服务责任，允许到本地就

业创业的往届高校毕业生、留学回

国毕业生及失业青年进行求职登

记、失业登记。鼓励高校毕业生等

青年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获得

相关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

广州白云机场
实现常态化运行

据新华社电 广州白云国际机

场5月13日通报，目前广州白云国

际机场已实现常态化运行，当日机

场计划起降航班300架次，总体运

行平稳有序。中国南方航空13日
也大幅恢复在穗国内航班，当天计

划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保障国内进

出港航班61班次。

4月27日晚，白云机场在员工

例行核酸检测中发现有核酸检测异

常。随后机场方面采取管控措施，

调整了部分国内客运航班计划。

根据通报，连日来，白云机场员

工多轮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据介绍，为防止交叉感染，白云

机场落实“三个分开”措施，即境内、

境外航班分开，T1、T2航站楼工作

人员分开，人员、货物分开。

目前，在落实疫情防控相关要

求的基础上，白云机场已有序开放

航站楼内餐饮和商业零售。

南海区重点督办46个进展缓慢项目

实行挂图作战任务逐一销号

■ 疫 情 期

间，佛山生

产服务型国

家物流枢纽

担起保供稳

链重任。图

为 南 港 码

头。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