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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市妇联组织召开十二届
九次执委会议，传达市委十二届十次全会
精神，选举我市出席广东省妇女第十三次
代表大会代表。

会议首先传达学习了市委十二届十次
全会精神。市妇联负责人在会上指出，妇联
干部和执委要进一步提升主动作为的意识，
提振攻坚克难的勇气，弘扬“脚上有土，心
中有谱”的工作作风，在融入和服务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中展示妇联干部和执委的风采，
把全市各级妇联组织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
更加充满活力，为市委十二届十次全会部署
的各项任务顺利完成贡献巾帼力量。

会议选举我市出席广东省妇女第十三
次代表大会代表 32 名，涵盖市、县（市、
区）、镇、村（社区）四级妇联、组织、宣传、法
律、教育、工业、农业、科技、社保、文化、卫
生、企业、社会服务等各个界别。

会议还增替补了 5 名同志为韶关市妇
联十二届执行委员会委员。

韶关日报记者 吴嘉宁 通讯员 王海燕

本报讯 今年国庆假日已落下帷幕，记
者从韶关交警部门获悉，今年国庆假日期间，
京珠北和乐广高速韶关段车流均创新高。

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日期间，京港澳
高速韶关北段全线车流总量为 629515 辆
次，乐广高速车流总量 1163410 辆次，两条
高速车流总量为 1792925 辆次。粤北站入
口车流量 245108 辆次，出口车流量 285513
辆次，出入口车流总量为 530621辆次，比往
年略高；日均 66327辆次，是平常的 6倍，比
往年有所上升。

受路面车流量大的影响，小车碰刮、追
尾等轻微交通事故明显上升，9月30日至10
月8日8时，韶关高速一大队、三大队共受理
交通事故 376 宗，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
40%（京珠北高速57宗，是去年的两倍；广乐
高速韶关段 319 宗，事故量同比上升 59%，
基本为碰刮、追尾简易事故；事故单日最高
为 10月 1日，乐广、京珠北发生事故 107宗
（乐广 88宗、京珠北 19宗）。由于对车流形
势的正确研判，提前动员布置，各种防范及
处置措施有力、到位，韶关高速一大队、三大
队全体民警通宵达旦加班加点，全力确保了
两条高速的交通秩序安全、顺畅。

韶关日报记者 魏生革 通讯员 华铜

本报讯 记者从市教育局了解到，今年
韶关大学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工作
目前已圆满结束。今年，我市办理助学贷款
学生达到 3775人，贷款金额达到 3006万元，
相比 2018年，人数增加了 1056人，贷款金额
增加了 862万元，切实解决了 3775个家庭经
济困难大学生的入学难题。

据了解，我市自 2017 年全面启动大学
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无论新生老生，因
家庭经济困难暂时筹集不齐大学学费和住
宿费，均可以通过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
款解决入学费用。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金额原则上本专
科生每生每学年最高申请金额不超过 8000
元，研究生不超过 12000元。贷款学生在校
学习期间的国家助学贷款利息全部由财政
补贴，毕业后的利息由贷款学生本人全额
支付。广东省户籍的学生可在入学前户籍
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部门申请生
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各县（市、区）高度重视大学生生源地
信用助学贷款工作，专门设立了生源地信
用助学贷款服务窗口，为前来办理助学贷
款的学生及家长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简
化办理流程，做到“应贷尽贷”，让众多的贫
困学子圆了大学梦。

韶关日报记者 汪露蓉 通讯员 陆智南

下转A2版▶

本报讯 昨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
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总结前一阶段工作，部署近
期重点工作。市委书记李红军主持会
议。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铆足干劲、接续奋斗，按照市委十二届
十次全会的部署，高质量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踏踏实实把各项工
作做好，努力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任务，不断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一要鼓足干劲，进一步激发党员

干部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热情和精气
神，锻造想干事、有办法、有激情的干部队
伍。二要提振信心，发挥自身优势，抓好
班子、带好队伍，通过不懈努力、提高执行
力，圆满完成各项重点工作。三要力争上
游，依托韶关已经形成的良好工作基础，
按照多快好省的原则，坚持目标任务化、
任务项目化、项目责任化，推动我市经济
社会发展各项指标走在北部生态发展区
乃至全省前列，争当北部生态发展区高质
量发展排头兵。四要坚持严细实作风，紧
紧围绕“态度好、节奏快、质量高、作风优”
要求，从大处着眼、细处着手，全力以赴做
好韶关各项工作。五要严明工作纪律，对
市委、市政府交办事项，要坚决做到件件

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杜绝“层层转办、层
层不办”；要完善管理制度和工作流程，从
严加强上报文件和信息材料审核把关，确
保文稿上报质量和效率；要加强机关作风
建设和干部日常管理，巩固拓展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成果，坚定不移纠“四风”，
把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锻造得更加坚
强有力。

会议学习《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
论述摘编》《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
通报全省乡村振兴工作考核情况，听取
我市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工作情况汇
报。会议强调，要举全市之力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今
年剩余未脱贫贫困人口全部达到“八有”

脱贫标准、278 个省定贫困村全部达到
“十项”出列指标、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
核综合成绩和乡村振兴走在全省前列。
要加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力度，加紧补
齐非省定贫困村、非新农村示范村生活
污水处理、垃圾收集清运等方面短板。
要加大农村破旧泥砖房拆除工作力度，
扎实做好建筑垃圾清运、拆后土地利用
等“后半篇文章”。要做大做强特色产
业，大力发展优质高效绿色现代农业，加
快推进 11 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
要配齐配强乡村振兴、扶贫攻坚工作力
量，加强与省直对口部门的沟通对接，争
取省直部门业务指导和工作支持，提升
工作质效。 韶关日报记者 李方静

市委常委会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铆足干劲 接续奋斗
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

以政府立法为各类市场主体
投资兴业提供制度保障

新华社北京10月 8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0
月 8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优化营
商环境条例（草案）》，以政府立法为各类市场主体投
资兴业提供制度保障；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档
案法（修订草案）》。

会议指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制定专门行
政法规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是深

化改革开放、促进公平竞争、增强市场活力和经济内
生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会议通过了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围绕市场主体需求，聚
焦转变政府职能，将近年来“放管服”改革中行之有
效的经验做法上升为法规，并对标国际先进水平，确
立对内外资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的营商环
境基本制度规范。 下转A2版▶

文体活动精彩多 普惠民众齐欢乐
——我市举办国庆系列文化体育活动综述

韶关日报记者 陈励 通讯员 伍海波

本报讯 昨晚，曼哈顿国际酒店杯·
2019中国男子篮球挑战赛在市体育馆
举行。市委书记李红军，杨小明、华旭
初、李安平、李欣、刘清生等市领导现
场观看比赛。

18 时 30 分，参加此次比赛的深圳
新世纪队、浙江广厦队先后来到赛场热
身。观众陆续入场，大家挥舞着手中的
国旗、击打“助威神器”为球员打气加
油，现场气氛十分热烈。20时，比赛正
式开始，深圳新世纪队夺得球权，外援
皮埃尔·杰克逊进攻造成对方打手犯
规，两罚命中助深圳新世纪队拔得头
筹，浙江广厦队随后回击 3分。第一节
比赛结束时，深圳新世纪队 15：21落后
于浙江广厦队。第二节，双方比分进一
步扩大至两位数，半场结束前，深圳新
世纪队凭借容子峰、沙巴兹·穆罕默德

的出色发挥将比分拉近。半场结束，深
圳 新 世 纪 队 37：47 落 后 于 浙 江 广 厦
队。下半场，快攻、扣篮、空接……激烈
的比赛让球迷大呼过瘾。浙江广厦队
进攻更具杀伤力，最终以 97：72赢得比
赛。

据悉，此次赛事由韶关市文化广电
旅游体育局、中共武江区委宣传部共同
指导，是我市首次举办有 CBA 球队参
与的比赛，6 日晚双方在乳源进行了
一次较量。8 日晚比赛吸引了 2000 多
名韶城市民现场观战。主办方表示，今
后将举办更多此类赛事，推动全民健身
运动，促进我市体育产业的发展。

韶关日报记者 李佳 张伟杰
右图：比赛吸引了 2000 多名韶城

市民现场观战。

韶关日报记者 张伟 摄

韶城市民“家门口”享受篮球盛宴
李红军等市领导现场观赛

人大监督发力 2000师生告别过马路难题
——浈江区人大代表约见国家机关负责人活动力促建议办理见成效纪事

韶关日报记者 李方静 通讯员 赖国斌

金秋十月，与国同庆；文艺惠民，情
暖四方。

一座座文化体育场馆，是百姓文化
体育活动的好去处；一场场文艺演出，点
燃了城乡百姓的文化激情。国庆期间，
多彩文化、特色民俗、活力比赛在我市

“遍地开花”，成为了韶城市民除外出旅
游之外，欢度国庆假期的又一选择。

文化活动多姿多彩

文化活动为整个国庆假期增添了一
股书香气。

在国庆首日，位于浈江区熏风路 9号
的风度书房熏风路分馆在街坊们的翘首
企盼中正式投入试运营，不仅壮大了市
区风度书房“队伍”，还引入了众多智能

化设备，读者可
以通过听书机，
聆听美文；也可

以扫码借阅电子书……收获在其他分馆
未曾有过的文化体验。该书房 10月 1日
上午在沙龙活动区开设了国庆阅兵式直
播，一众街坊齐聚家门口的风度书房，通
过电视直播观看国庆阅兵式，以独特的
形式喜庆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记者了解到，市区多个风度书房在
国庆期间也安排了丰富多样的“风度沙
龙”活动：亲子手作课——石头绘画、创
意黏土画；《红星照耀中国》《林海雪原》
阅读分享；守望中华民族气节——爱国

诗词欣赏……让有不同文化爱好的大
人小孩们齐聚一堂，听得开心、玩得尽
兴。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
翁。”3日上午，市图书馆八楼报告厅里书
声琅琅，诵声如潮，家长和孩子们一起高
声诵读《示儿》《过零丁洋》等爱国诗词。
参与活动的家长纷纷表示，在国庆假期
与孩子一起参加这样的活动，既能让孩
子领略中华传统诗词文化的魅力，又能
培养少年儿童的爱国情怀，加深对祖国
的热爱，让家长和孩子的假期生活都过
得充实而别具意义。

据统计，市博物馆及市区下属各类
场馆免费开放，7天共接待参观人员逾 2
万人。截至 10 月 7 日 12 时，市区风度书
房共接待读者 4.6万人次。

“妈妈，我不想过学校门口那条马
路！”浈江区实验学校门前的良村公路，
是 G323 线市区过境路段，每天车流汹
涌，学生过马路险象环生，被附近居民称
为“韶关市学生上学最危险路段”。学校
门口对于今年 10岁的肖泽熙来说，就像
一只随时张开血盆大口的老虎。

2014 年至 2018 年，浈江区实验学校
门前的马路一共发生过三起交通事故，
虽然受伤的学生都没有生命危险，但是
对于学校 2000 多名师生来说，过马路的
安全问题始终是一个无法解开的心结。

令人欣慰的是，在市人大常委会、浈
江区人大常委会，市、区人大代表和相关
部门的共同努力下，随着学校旁边碧桂园

跨线天桥加建人行步梯工程的完工，所有
师生和家长对于过马路的担忧和恐惧，终
于在10月8日这一天得到彻底的解除。

降低过马路风险
师生家长心结仍未解

“早在 2017年底，我到基层调研的时
候，就有不少群众向我反映浈江区实验学
校门前学生过马路险象环生的问题。”市、
区两级人大代表郭志蓉告诉记者。

“学校门前连接良村公路的通道约
10米宽，是学校师生、附近腾欢幼儿园师
生、碧桂园翠林山语住户出入良村公路
的唯一通道。随着学生、小区业主人数
的快速增加，在上学、放学时段，师生、家
长、业主的汽车、摩托车、电动车三股车流
和行人混杂在校门前，经常造成拥堵。”
市、区两级人大代表彭星辉说，“再加上路
面汽车车速非常快，校门前安全隐患问题
非常严重。” 下转A2版▶

市妇联召开十二届
九次执委会议

选举32名出席
省妇代会代表

京珠北乐广高速
国庆假期车流创新高

两条高速车流
总量近180万辆次

我市今年生源地
信用助学贷款3006万元

助3775名困难学生
圆大学梦

人行步梯投入使用，解决群众过马路难题。 韶关日报记者 王志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