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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
就中刚关系正常化50周年互致贺电

据新华社电 11月24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同刚果（金）总统齐

塞克迪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关系正

常化50周年。

习近平指出，半个世纪以来，

中刚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传统友谊

不断深化。近年来，两国建立合作

共赢的战略伙伴关系，务实合作成

果丰硕，有力增进了两国人民福

祉。我高度重视中刚关系发展，愿

同齐塞克迪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

关系正常化50周年为契机，深化

政治互信，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合

作，共同开创中刚关系新局面。

齐塞克迪再次热烈祝贺习近

平主席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他

表示，半个世纪以来，刚中关系实

现了持续、良好发展。我愿不断深

化两国传统友谊，推动刚中战略伙

伴关系取得新成果，造福两国人

民。

■一批科技金融投资项目现场签约。 （通讯员供图）

珠江时报讯（记者/黄洁 通

讯员/南任宣）昨日，南海区人大

常委会开展助推南海文化高质

量发展专题视察，前往西樵镇实

地视察大地艺术节太平墟、儒溪

村两大艺术分区，并为南海文化

发展建言献策。南海区人大常

委会主任香秀杏参加视察。

视察组一行首先来到太平

墟。以墙皮剥落为灵感的艺术

作品《阿墙》，在老街中焕发新生

的老字号，古韵建筑里的咖啡、

水吧等“轻餐饮”……这片古渡

墟市虽然繁华不再，但大地艺术

节利用闲置空间、建筑改造等艺

术项目，引进了都市文化社群、

时尚品牌等资源，再现了其往日

的繁盛与烟火气。视察组一行

边走边感叹设计者的巧妙创意，

纷纷拿起手机拍下这些艺术与

历史碰撞出的新火花。

随后，视察组一行来到儒溪

村分区，感受西樵山下这个800
年古村、大湾区桑园围水脉之村

的烟火气。这里共设有8个艺

术点位，其中作品《进化中的尘

埃——那些来自海角天涯的》将

村民的日常生活剪影凿刻在墙

壁上，刻落的碎屑还用小袋子及

玻璃试管收集，墙上的每一道痕

迹都讲述着属于儒溪村的故事。

“真的非常震撼！”南海区人

大代表、南海泰源印染有限公司总

经理莫雪开感叹道，这些作品是艺

术与文化的创新结合，与南海的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密不可分。作为

纺织行业的人大代表，莫雪开建

议，接下来可以结合现有的艺术分

区情况，增加纺织行业的艺术创

作，在乡村艺术点中增加更多特色

美食，做好配套交通设施工作。

在11月17日举行的南海

区文化发展大会上，区委书记顾

耀辉指出，在经历拼经济、拼城

建后，拼文化将成为新一轮城市

竞争的主战场。南海必须深刻

认识和把握趋势，在文化创新发

展上不断探索前进，通过文化赋

能城市、扩大优势、赢得未来。

在南海区人大代表、佛山电

视台南海分台运营总监毕倚沫

看来，大地艺术节就是南海地方

文化的一种很好的表现形式。

这场艺术节让艺术家们走出工

作室，来到乡野间，呈现出来的

作品来源于乡土与居民，也让居

民在作品中体会到自我价值

感。毕倚沫说，南海有良好的文

化艺术创作基础，希望大地艺术

节可以打造成具有南海显著标

签的全域性地域型艺术节，从而

形成引领乡村振兴、推动城乡融

合高质量发展的南海经验。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方华

刚参加活动。

南海人大开展助推文化高质量发展专题视察

感受艺术设计献策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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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

全力做好群众
生活物资保障供应

据新华社电 商务部新闻发言

人束珏婷24日说，目前全国生活必

需品市场供应总体充足。受市场供

给增加等因素影响，“菜篮子”产品

价格有所回落。下一步，将继续加

大对疫情较重地区的货源组织和调

运力度，指导优化末端配送举措，全

力做好群众生活物资保障供应。

近期疫情多地散发，谈及全国

特别是疫情重点地区的生活必需品

保供工作，束珏婷在当天举行的商

务部网上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根

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统一部署，

商务部主要从以下两方面着手，统

筹做好商贸领域疫情防控和居民生

活必需品供应保障：

一是细化优化疫情防控和市场

保供举措。结合第九版防控方案和

“二十条优化措施”要求，指导各地

健全完善生活物资保障工作专班，

调整优化保供预案。

二是指导支持各地特别是疫情

较重地区做好生活必需品市场保

供。持续开展每日生活必需品量价

监测，建立完善“红绿灯”分级预警机

制，强化市场监测预警，及时采取针

对性保供举措，防范化解苗头性、倾

向性问题。摸清各地货源主渠道，完

善常态化跨区域联保联供机制。组

织投放中央储备肉，增加市场供应。

珠江时报讯（记者/彭燕燕

通讯员/何汝莦）昨日，“科创引

领，金融赋能”佛山高新区科技

金融创新发展大会在仙湖氢谷

特色小镇举行，发布系列政策

利好，多个项目现场签约，进一

步推进南海在金融、科技、产业

方面的高效对接，打造大湾区

金科产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经典

样本。

大会上，佛山高新区展示

了其在科技金融工作上的亮

点，包括成为全国科技金融创

新服务“十百千万”专项行动首

批实施单位、获批培育创建“国

字号”科技金融创新服务中心、

在广东省中小企业融资平台上

线“中小融”平台佛山高新区专

区等。

大会推介了位于佛高区南

海园内的佛山人才创新灯塔产

业园，并发布了创业团队落户奖

励政策。根据政策，落户南海园

的人才团队项目，在佛山高新区

奖励基础上，最高可按项目立项

资金再得130%奖励支持，叠加

最高可获1840万元奖励。

除了专注创新人才引进培

育，佛高区南海园积极搭建服务

平台和对接桥梁，发挥投资行业

协会的行业引领作用和资源优

势，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合作。

现场，佛高区南海园分别与佛

山市基金业协会和澳门国际投

资协会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进一步加强本土资本与园区项

目的常态化高效对接，支持澳

门国际投资协会设立合格境外

有限合伙人（QFLP）基金，吸引

境外资金支持园区优质项目发

展，并通过基金引入境内外优

质产业项目。

佛山高新区管委会与佛山

工行共同培育创建的科技金融

创新服务中心也进行了揭牌，创

新推出“科创贷”等系列产品，以

满足高新区制造业企业转型发

展的信贷需求。

接踵而来的政策利好和资

金支持也吸引了众多企业目

光。会上，广东猎投基金等三家

位于广东金融高新区的基金管

理公司，分别与清极能源等6家
企业开展投融资合作，广东国防

中心南海先进技术产业园和南

海平谦国际智慧产业园分别与

鼎勤科技等6家企业举行了项

目入驻签约仪式。

“促进科技、金融、产业深度

融合发展，是南海一直以来的重

要工作。”南海区委常委乔吉飞

表示，南海多样而发达的实体产

业集群，为高新技术的转化落地

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场景，丰富而

活跃的金融资源，为科技项目的

创新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南

海将继续致力于推进金融、科

技、产业更进一步高效对接，打

造大湾区金科产高质量融合发

展的经典样本。

佛山高新区科技金融创新发展大会释放系列利好

创业团队落户南海园最高奖励1840万元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

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应有之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

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定不移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

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人

民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人民意

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

造活力。

连日来，新华社记者在一线

采访看到，各地在践行全过程人

民民主、增强基层民主活力的实

际行动中，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不断巩固和发展生动活

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切实

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不断健全人民当家作主
制度体系

初冬时节，内蒙古巴彦淖尔

市临河区干召庙镇民主村党群

活动中心会议室里，掌声和爽朗

的笑声不断。党的二十大代表、

村党支部书记张三明刚回到家

乡，就与村民们分享感受、收获，

一起谋划村里未来发展蓝图。

基层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

主的重要体现。近年来，民主村

通过“五人小组”工作法调动村

民参与村组事务管理的积极性，

村级各项党务、事务、账目全过

程公开、全民主监督。过去村负

责人的“独角戏”变成党员干部

群众的“大合唱”。

“大事小情都让群众明明白

白、共同参与，大家才能有共建

共治共享的积极性。”张三明信

心满满地说，党的二十大报告对

完善基层民主制度作出部署，我

们要进一步把组织优势和治理

优势转化为治理能力和治理成

效，让大家在共同富裕的路上走

得更稳更好。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

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

度载体。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

提出，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

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保证各

级人大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

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整理汇总资料、细化各项安

排……连日来，吉林省人大机关

的工作人员正紧锣密鼓准备新

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工作。

在吉林省人大人事代表选

举委员会选举任免处处长王迎

东心中，手头的工作光荣神圣、

责任重大。他说，这不仅仅是一

次选举，更要让人民群众在民主

实践中切身体会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显著优势。

“我们的选举工作，将严格

按照代表名额和差额比例、人选

标准和条件、代表结构要求、代

表选出时间准确把握。”王迎东

表示，把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到

选举准备、选举过程、选举结果

之中，确保换届选举工作依法有

序、风清气正，选举结果党和人

民满意。

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

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在天津市和平区小白楼街

道开封道社区，居民们如今终于

不再为路面积水问题所困扰。

天津市政协通过社区联络站收

到居民的反映后，与多个部门多

次召开协商议事会，共同解决了

这一“老大难”问题。

近年来，天津市政协通过建

设市政协委员履职活动中心、界

别活动站、委员社区联络站，丰

富协商形式、拓展履职空间，让

群众感到政协离自己很近，委员

就在身边。

“我们将继续推动‘一中心

两站’有序高效运行，为委员‘全

天候’履职创造更好条件，进一

步打通委员联系群众的‘最后一

公里’，推进政协协商与基层协

商有效衔接，发挥人民政协专门

协商机构在基层治理中的作

用。”天津市政协有关负责人说。

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
的民主

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

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

要解决的问题的。

11月初，安徽合肥市人大常

委会执法检查组来到巢湖市烔炀

镇，围绕乡村振兴促进法实施情

况开展执法检查。农业科技人才

不足、设施农业用地紧张……检

查组成员仔细记录下问题，形成

执法检查报告，经市人大常委会会

议审议后形成审议意见书，交给

政府相关部门处理并跟踪落实。

在监督工作中回应民生关

切，在立法工作中广泛吸纳民

意。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设立的基层立法联系点，合肥

市人大常委会2021年7月以

来已完成十多部法律草案的意

见征集工作，数十条意见被吸纳

进法律条文。

(下转A04版)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各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观察

六大行与优质房企签约

支持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

据新华社电 记者了解到，为促

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银行

业在积极行动。截至目前，工商银

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国有商

业银行均已宣布与多家优质房企签

署合作协议，提供意向性融资支持

超过万亿元。

工商银行与12家全国性房企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提供意向性融资

支持逾6500亿元。工商银行将围

绕房地产开发贷款、个人住房按揭贷

款、房地产项目并购融资、保函置换

预售监管资金、债券承销与投资等业

务领域，与相关房企集团开展全方位

合作，满足企业合理融资需求。

农业银行与5家房企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在商品房、保障房、城市

更新等重点领域进一步加深合作，

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中国银行与3家房企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将为相关房企提供2200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意向性授

信额度。

建设银行与8家房企签订合作

协议，就房地产金融、住房租赁业

务、综合金融服务、共同防范化解风

险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

交通银行与2家房企签署全面

战略合作协议，共提供超千亿元的

意向性综合授信额度。

邮储银行与5家房企签署全面

战略合作协议，提供意向性融资总

额280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