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
2019年2月16日 星期六 值班编委：石黎星 责编：冯春华 编辑：黄悦平 校对：李新有

本报电话：综合办（党办）：8879363 人力资源部：8889503 群工部：8885627 专题部：8886670 发行部：8881022

近日，记者跟随市自然资源局相关
负责人来到仁化城口镇。走在城口镇的
街道上，记者发现街边店铺林立，却井然
有序，精致统一的外立面扮靓街道，焕发
着新活力；红色门户标志，红色主题广
场、红色主题墙绘……城口的镇容镇貌，
在精准规划、精致建设、精细管理下，愈
发独具魅力。

据了解，城口镇是红军长征途中重
要的一站，是全国 20 个“我心目中的长
征纪念地”之一。作为我市“139”镇街整
治提升行动第一批试点镇，该镇以红色
文化为引领，结合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

治和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着力加强
规划设计引领，推进环境卫生、城镇秩
序、镇容镇貌的整治，着力打造红色特色
小镇。

市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去年启动“139”镇街提升工程以来，
城口镇以优化人居环境为核心，下大力
气围绕镇区街道、红色广场等九大项目
进行改造提升。这场轰轰烈烈“下决心、
动真格、办实事”的整治工作，也在“便
民、利民、为民”的基础上，赢得了百姓的
称赞和支持。

“以前 106 国道两边乱搭乱建乱摆卖

现象非常严重，垃圾到处乱堆乱放，逢墟
日经常交通堵塞。你看看现在街道上多
干净多整洁多宽敞。”66 岁的退休老教师
蒙胜民对记者开心地说道。

据了解，106 国道是城口镇的主要交
通要道，长期以脏乱差堵闻名，是小镇百
姓民生的一大痛点。去年开始，该镇针对
106 国道及周边环境进行了多次“提档升
级”。以往街道附近随处可见的鸡舍、猪
舍、菜园，以及乱搭乱建的雨棚、违建房、广
告牌早已不见踪影。整条道路干净整洁，
红色特色小镇的风貌在这里得到充分体
现。

城口镇镇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139”镇街提升工程，改善小镇环境面貌
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城口镇将按照《韶
关市乡镇（镇街）提升五年行动计划实施
方案》的文件精神，全面推进城口镇环境
整治提升工作，用五年时间全面提升小
镇承载能力，重视红色文化，发展红色经
济，着力改变当地百姓的生活习惯、文化
品位，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韶关日报记者 曾潇英
通讯员 朱思武 肖涵

打造红色特色小镇
——仁化城口镇开展镇街提升工程侧记

本报讯 近日，为缓解企业招工用工，
服务群众就地就业，乐昌市抓住外出务工
人员、大中专毕业生集中返乡过节的有利
时机，举办 2019 年“南粤春暖”暨企业用
工招聘会活动。

是日，60 多家企业为返乡人员提供
2126 个家门口就业岗位，包括文员、会
计、业务经理等管理人员，普工及电工、焊
工、数控车床等技术工种。活动通过发放
宣传资料、宣传海报、招工简章、群发招工
短信等方式，向返乡异地务工人员、未就
业高校毕业生、农村富余劳动力以及其他
就业困难人员宣传就业政策、就业信息。

据了解，此次招聘会入场咨询应聘
3800人次，初步达成就业意向人数540人。

叶俊毅 陈武林 罗茜

本报讯 日前，浈江区四套班子领导
分组带队深入粤华电力、中机重工、汉鸿
木业、韶铸集团等企业开展新春走访调
研活动。

每到一处，调研组都向到岗上班的
企业干部和职工致以新春的祝福，并与
企业负责人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企业生
产经营、用人管理、企业发展思路和当前
遇到的问题和困难等内容，认真听取企
业提出的建议和意见。

调研组勉励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
勇于创新，积极探寻发展新思路，不断提
升抗风险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核心
竞争力。同时，调研组要求各相关职能
部门要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积极为企
业排忧解难，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扶
持企业发展提质增效、做强做大，为浈江
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

神子良 邹璐 刘林 袁光锋

本报讯 记者昨日通过有关渠道获
悉，去年以来，我市市场监管部门在有关
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采取有力举措，大力
推进消费维权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广泛宣传达共识。全市市场监管部
门丰富宣传形式，深入开展有特色的贴
近生活的群众性消费教育引导，普及消
费知识、传授消费技能，不断提高消费宣
传教育和消费引导工作实效。同时，倡
导诚信经营，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提高
公众消费维权意识。

培训预防倡自律。一方面加强干部
队伍培训，提升市场监管部门在消费维

权工作中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的能力。另
一方面注重对监管服务对象进行有针对
性的培训，指导建立行业自律诚信体系，
加强企业自律，以诚信保维权、以维权促
诚信，达到消费者和经营者双赢。

“一体两翼”促监管。全市市场监管
部门积极探索监管方式，形成了市场监
管部门为主体，各级消协、个协为两翼的
监管工作模式，在消费维权、投诉调解、
企业走访等日常服务中加强行政指导，
及时提醒企业改进工作和服务，使消保
工作更加主动。同时，通过分析消费热
点、难点和消费诉求等信息，针对监管重

点、难点、盲点采取措施，扬长补短，使流
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管工作突破单一的

“以罚代管”的局限，形成贴近监管服务
对象的监管模式，大大提高监管实效。

部门联动成合力。全市市场监管部
门充分发挥行政执法部门、行业主管部
门的整体优势，及时向相关职能部门通
报情况，实现监管维权有效对接。同时，
在跨区域、跨省际维权机制建设方面也
做了尝试和探索，广东省清远市、湖南省
郴州市、江西省赣州市、广东省韶关市四
地市场监管部门不断加强之间消费维权
合作，建立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的沟通机

制，开辟绿色通道，就近快捷处理消费纠
纷。

消费维权保权益。在原有“一会两
站”的基础上，推进建立 12315“五进”消
费维权服务站，真正实现“纵向到底、横
向到边”的基层消费维权组织全覆盖，同
时，按照“受理快、分流快、办结快”的要
求，促进 12315 申诉举报工作制度化、规
范化、程序化、法制化。

据不完全统计，去年以来，全市市场
监管部门共受理咨询、投诉、举报等 2905
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逾 500 万元。

韶关日报记者 魏生革 通讯员 文军

本报讯 为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
产，弘扬优秀传统采茶文化，庆贺新春佳
节，前日，2019 年韶关市曲江区“贺新春·
戏相逢”戏曲演出在曲江人民公园文化广
场精彩上演（如左图，梁国劲摄）。

演出现场，曲江区文化馆采茶艺术传
承中心为观众精心准备了三台优秀的曲
江采茶戏和小品——采茶传统独幕戏《装
画眉》、小品《懒汉脱贫》以及现代采茶戏

《发廊囧事》。演出不仅将采茶传统戏和
现代戏相结合，还融入了精准扶贫基本国

策，加上精彩的剧情和演员们认真细腻
的表演，吸引了众多市民群众前来观
看。演出结束，许多观众表示意犹未尽，
希望能看到更多本土的采茶戏演出。

据了解，近年来，曲江区加大传统采
茶文化的普及和推广，复排传统戏，排演
新剧目，举办采茶戏培训班和经验交流
活动，大力开展戏曲进校园、进乡村活
动，为传承和利用好采茶文化营造了良
好的氛围。
韶关日报记者 邱日欣 通讯员 曹海弘

曲江区举办戏曲专场演出

戏曲相逢共贺新春

本报讯 日前，市政协副主席吴春腾
率市政协提案委员会调研组一行来到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调研食品安全工作。

调研组一行听取了目前全市食品安
全监管工作的基本情况、存在问题及下一
步工作的情况汇报，并与食品安全各监管
科室负责人进行了座谈交流，对当前食品
安全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调研组对我市近年来的食品安全工
作所取得的成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
时表示食品安全事关国计民生，目前，食
品安全监管工作处于机构改革的关键时
期，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今年将围绕做好食
品安全工作这个主题，开展专项调研，为
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献计献策，助推全
市食品安全向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开创食
品安全监管工作的新局面。
韶关日报记者 曾潇英 通讯员 蓝丽华

本报讯 近日，有市民向记者反映，于
去年 5 月 20 日开通的往返深圳北-韶关的
高铁旅游专列似乎已经停运，在 12306 网
站上已经找不到列车信息。昨日，记者从
相关部门得到证实，该次旅游专列确实已
停运。

据介绍，此趟高铁旅游专列停运有几
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目前正值春运期
间，铁路运力饱和，无法继续保障旅游专
列运行。另一方面，为更好地服务游客、
扩大韶关旅游市场的影响力，需要进一步
调整优化旅游专列运行线路。同时，市
委、市政府也正在向省委、省政府争取支
持，长期保留此趟列车。

记者走访了解到，大多数市民都希望
继续保留深圳往返韶关旅游专列。因为它
能够拉近韶关与珠三角城市的距离，方便
更多的珠三角及港澳游客来韶休闲、观光、
旅游，同时也能将韶关的好山好水推介出
去，应该保留。”市民刘先生说。

韶关日报记者 曾珍

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力助消费维权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逾500万
市政协调研组

调研食品安全工作

助推食品安全
高质量发展

浈江区领导深入企业
开展调研活动

帮助企业
解决实际问题

深圳往返韶关
旅游专列停运
市民期待其“升级”再出发

乐昌市举办
“南粤春暖”招聘会

现场提供2126
个就业岗位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市气象局获
悉，16 日到 17 日，受弱冷空气南下影响，
我市天气以小雨为主，气温下降 1℃到
2℃；18 日，受南支槽东移和偏南暖湿气
流影响，全市将有大雨到暴雨的降雨过
程；19 日白天起降水减弱。

具体预报如下：16 日，阴天，有短时
小雨，12℃到 15℃；17 日，阴天，有小雨，
10℃到 13℃；18 日，阴天，有大雨到暴
雨，11℃到 14℃；19 日，中雨转小雨，
11℃到 16℃；20 日，阴天，有小雨，14℃
到 18℃。

据介绍，今年以来，我市平均降水
比往年同期偏少 8 成，18 日到 19 日降水
明显，各山塘水库可抓住有利时机进行
科学蓄水，各县（市、区）气象部门将根
据需要，开展人工增雨作业。

市气象局提醒：雨雾天气能见度
低，各运输单位需注意防御对春运交通
的不利影响；早晚天气寒凉，市民请注
意防寒保暖。

韶关日报记者 黄俊

（上接A1版）
在物质保障方面，《实施办法》明

确，本市范围内的见义勇为人员除享受
国家和省有关抚恤补助规定的相应待
遇外，经市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认定，
视见义勇为不同情况和标准，由市人民
政府颁发一次性抚恤奖金。

市一级见义勇为人员奖励标准为：
牺牲的，颁发 50 万元抚恤慰问金；丧失
劳动能力的，视情颁发 10 万元至 40 万
元抚恤奖金；构成重伤的，根据受伤程
度轻重颁发 5 万元至 10 万元抚恤奖金；
构成轻伤的，根据受伤程度轻重颁发 3

万元至 5 万元的抚恤奖金。此外，对未
达到轻伤标准，但是见义勇为行为事迹
突出，视情颁发 1 万元至 5 万元抚恤奖
金。县级人民政府根据辖区实际情况，
制定县级奖励慰问标准，并向社会予以
公布。

优抚优待和社会保障相结合

鲜花和光环褪去，保障见义勇为人
员权益“长流水不断线”一直是个难题，
此次出台的《实施办法》提供了多项的
优抚优待和社会保障措施。

《实施办法》明确，除一次性的抚恤

奖金，见义勇为人员可依法享受工伤
保险、误工补偿、劳动就业、城乡低保、
五保供养、住房保障、经济补助、入户、
法律援助等合法的权益保障。如，《实
施办法》第二十条：参加工伤保险的见
义勇为人员，被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
工伤的，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第二
十一条：因见义勇为部分丧失劳动能
力的，由所在单位安排力所能及的工
作；第二十四条：将符合住房保障条件
的城市见义勇为人员家庭优先纳入住
房保障……

本报讯 昨日，我市交警部门召开新
闻通气会，通报春节假期我市道路情况。

会上我市交警部门通报了相关情
况，春节假期全市共发生各类交通事故
651 起（含 650 起轻微道路交通事故），未
发生较大以上道路交通事故，全市各景
区以及周边道路安全畅通，未出现大面
积、长时间拥堵、滞留现象。

据了解，春节黄金周我市交警部门
依托交警执法站和各类执勤点，严把出
城、上高速、过境“三关”。省级春运执勤
服务点、省际交警执法站实行 24 小时勤
务，严查超员、疲劳驾驶、无证驾驶、非法
改装等违法行为。春节假期期间，全市
公安交警部门检查长途客车 1567 辆，客
运包车 1080 辆，面包车 1184 辆。

据交警部门预测，18 日至 21 日我市
各高速公路还将有一波车流高峰，主要
是元宵节前后学生流和务工返城流。其
中容易出行拥堵的主要路段为：乐广高
速韶关北段桥隧群、京港澳高速南行韶
关南站至靠椅山隧道路段、韶赣高速连
接武深高速丹霞枢纽互通路段、韶赣高
速连接京港澳高速马坝互通路段、大广

高速南行虎背隧道至风门凹隧道路段、
大广高速马头服务区入口匝道、武深高
速南行 K650 至 K685 长下坡路段、武深高
速连接汕昆高速南浦互通、武深高速南
行 K788 青云山隧道。

交警部门提醒，我市近期天气以阴
雨天气为主，在雨天或湿滑路面行车，
要降低车速，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元
宵节过后返校流、务工流叠加，出行请
选择合法合规车辆，切勿乘坐超员车
辆、非法营运车辆、无牌无证车辆。

韶关日报记者 张伟杰
通讯员 童建韶

本报讯 前日上午，始兴县召开
2019 年度开春动员会，贯彻落实中央和
省、市一系列决策部署，安排部署今年
农业农村、招商引资、城镇建设、重点项
目等各项工作，动员全县上下收心拢
神、真抓实干、锐意进取，推动各项工作
高点起步、良好开局。

该县围绕“讲政治、转观念、强作风、
抓落实”这一主题，强调在高质量绿色发
展的前进道路上，一要增强维护大局的
政治自觉，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
脑，增强政治敏锐性，始终在大局下想问
题、办事情、作决策。二要再次吹响解放
思想的冲锋号，冲破一切影响和制约发
展的思想禁锢，以思想大解放引领高质
量绿色发展。三要保持奋发进取的精神
状态，扎实把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出实
效。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

的奋斗姿态，扎实把各项工作抓紧抓实
抓出实效。四要拥有一张蓝图干到底
的专注和毅力，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
政绩观，按照既定的规划和蓝图，一锤
接着一锤敲、一任接着一任干，通过持
之以恒的努力，干出实实在在的成绩。

该县要求全县各级党员干部尽快
收心，调整好心态，全面铺开今年各项
工作“盘子”,确保实现一季度开门红，为
做好全年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特约记者 吴婷 通讯员 始研

后天我市将有
大到暴雨

需注意防御雨雾对春运
交通带来不利影响

始兴召开开春动员会

动员干群真抓实干锐意进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