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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郭苏莹 通讯员

粤市监）

记者昨日获悉， 广东省联合部

署整治“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电视

电话会议在省市场监管局召开。 省市场

监管局局长麦教猛出席会议并讲话，副

局长张文献主持会议。 省委网信办、省

公安厅、省民政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

游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广电局、省通信

管理局等单位负责同志就本系统开展

“百日行动”作了部署。

会议围绕贯彻落实1月8日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等13个部门召开的联合整

治“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电视电话

会议精神，部署立即联合转发市场监管

总局等13部门百日行动通知，提出具体

贯彻意见，制定广东的行动方案。

会上，省委网信办表示，各地网信

部门将加强对属地新闻网站、“两微一

端”等重点平台的检查巡查，深入清理

网上保健品虚假宣传和欺诈信息。

省公安厅将综合运用各种情报导

侦手段，开展数据化实战，主动发现“保

健”市场犯罪线索，提高打击效能。

省民政厅要求，各级民政部门要重

点对养老院、 社区日间照料服务中心、

居家养老服务站点等养老服务场所和

设施开展排查整治。

省商务厅将对有证据证明涉嫌违

规违法的直销企业，视情况采取取消产

品备案、撤销服务网点、撤销分支机构

和吊销直销经营许可证。 即日起，全省

暂停接受企业直销经营许可、 分支机

构、服务网点、产品备案等事项申请。

省文化和旅游厅表示，“百日行动”

中查处的典型案例将适时向社会公布，

形成高压态势，达到震慑效果。

省卫生健康委将重点查处以中医

药“预防”“保健”“治未病”等为名，或假

借中医理论和术语开展欺骗、 诱使、强

迫消费者接受非法诊疗，谋取不正当利

益的行为。

省广播电视局要求，“百日行动”开

始后，各地广电部门要立即部署对辖区

内播出机构播前审查档案的实地检查，

确保审查制度落实到位。

省通信管理局要求网络接入服务

企业和移动应用商店不得为“未备案”、

未取得相关许可，以及明显从事存在违

法违规行为的网站和应用程序提供接

入服务、上架服务。

广东百天整治“保健”市场乱象

将深入清理网上保健品虚假宣传和欺诈信息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庞泽欣 通讯员

粤交综 ）

全年计划完成交通投资 1200

亿元， 计划建成虎门二桥等 10 项高速

公路， 年底全省实施货车 85 折优惠的

高速公路里程将超过 5500 公里……昨

日， 记者从 2019 年全省交通运输工作

会议上获悉， 接下来， 广东将构建协

调均衡、 面向未来的现代化综合交通

网络。

记者从会上获悉， 今年， 全省交

通运输基本建设计划完成投资 1200 亿

元， 其中： 高速公路 880 亿元， 普通

国省道 120 亿元， 农村公路 110 亿元，

港口项目 60 亿元， 航道项目 10 亿元，

客货运站场及其他项目 20 亿元。

在高速公路方面， 2019 年计划建

成通车虎门二桥、 汕湛高速清远至云

浮段、 河惠莞高速龙川至紫金段等 10

项 483 公里， 新开工宁莞高速潮州东

联络线等 3 项 60 公里。 同时， 开展黄

茅海大桥、 莲花山通道等 32 项重点项

目前期工作。 同时， 加强港珠澳大桥

设施“硬联通” 和机制“软联通”， 以

科技创新为核心动力， 以人工智能为

抓手， 切实提升港珠澳大桥运维水平。

据了解， 今年春运， ETC 车道比

例达到 30%， 粤通卡发行总量达 1000

万张。 推进物流业“降本增效”， 到今

年年底， 全省实施货车 85 折优惠的高

速公路里程将超过 5500 公里。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奚慧颖）

1 月 8

日，广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在广

州召开。 记者从会上获悉，去年全省政

府投资公共租赁住房已分配比例达

92.04%，并通过定向配租让 12 万人

（ 户）

公共服务领域的特殊群体享受到政府

投资公租房福利。 去年还实现了工程事

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双下降，房屋市政工

程一次通过验收合格率达 100%。

据悉，2019 年， 广东省将继续坚持

房地产市场调控目标不动摇，增加有效

供给，并大力提高住房保障水平。 要求

各地加快建立商品住房用地交易资金

来源监管机制，坚决遏制资金违规流入

房地产市场； 建立房地产风险企业名

录；严格管控消费贷款、经营贷款等资

金挪用于购房加杠杆行为；加强住房公

积金运营监管。

住房保障方面， 鼓励人口流入较

多、房价较高、住房困难群众数量较多

的城市将共有产权住房作为商品房和

保障性住房的有效补充，帮助城镇“夹

心阶层”和各类人才住有所居。 今年，全

省力争新开工各类棚户区改造住房 1.5

万套，发放租赁补贴 1.7 万户；国有住房

租赁企业新增筹集房源 1.5 万套； 新开

人才公寓、共有产权住房等 5000 套。

信息时报讯（记者 袁峰）

昨日，

由中国人民银行举办的“中国名

片———人民币发行 70 周年纪念展”

在广东华侨博物馆开幕。据悉，此次

展览共分十个篇章， 展出珍贵展品

500 余件， 涵盖中华人民共和国发

行的五套人民币、普通纪念币、纪念

钞、贵金属纪念币，以及打击防范假

币、人民币发行与流通、人民币跨境

流动等方面内容。

记者看到， 展览上还有多种多

样的互动体验环节：“手打章” 让市

民有机会在现场打制一枚属于自己

的纪念章；“抱金砖” 让人体验 12.5

公斤的金砖到底有多重；“魔法交互

镜”将钞票细节放大，清晰展示防伪

标记；市民还可以体验亲手印制“交

子”钞票。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 1 月 13 日。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阳辉）

一

家五口人挤在 20 平方米的平房里，

广东揭阳普宁市大坝镇半径村的廖

汉标盼着有一栋宽敞明亮的房子。5

年前，他申请了一块宅基地建房，时

至今日也没办法建房子。近日，记者

了解到，因为没房，廖汉标 26 岁的

儿子谈了几任女朋友都告吹。

廖汉标的妻子杨英说， 夫妇俩

有一儿二女，儿子最大，今年 26 岁

了，年龄最小的女儿 19 岁且天生智

障。一家五口人挤在不到 20 平方米

的平房内，她和丈夫睡一楼，孩子们

住阁楼。因为没地方住，儿子谈了几

任女友都掰了。 2013 年 2 月，他们

拿出了几年的积蓄向村里申请了一

块宅基地，打算盖新房，谁料 5 年过

去了，村里却不让建。“希望尽快解

决，让儿子早日结婚，早日脱贫。 ”

近日， 半径村书记黄炎广回应

说， 廖汉标这块宅基地不符合村里

的规划， 那里规划要建人工湿地公

园。 廖汉标的情况，村里也很重视，

打算给他置换一块地，但他不同意，

所以拖到现在。 大坝镇政府一名杨

姓负责人表示，镇里也很重视，正在

协商，肯定能解决。

对于置换一块地的说法， 廖汉

标却表示，这只是空头支票，并没有

见到实际的行动。

2019年全省交通运输工作会议透露

今年全省拟投880亿建高速公路

到广东华侨博物馆

参观人民币纪念展

申请宅基地

却建不了房？

村委回应：宅基地不符合规划

一家五口人挤在

20

平方米的

平房里。 信息时报记者 罗阳辉 摄

●截至2018年底，全省公路通车里程21.77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9002公里、

连续五年居全国第一。 全年完成新建、改扩建高速公路项目15项共769公里，新

增高速公路里程655公里。 广东省高速公路出省通道总数达25条，与桂、湘、赣、

闽等4个陆路相邻省（区）高速公路出省通道均达4条以上。

●全省公路水路交通建设完成投资1586亿元。

●全省18674个建制村开通农村客运，具备通车条件的建制村通客车率达100%。

●全省实施货车通行费85折优惠的高速公路达55条，总里程5078公里。全省各类

政策性减免路桥通行费78亿元。

●全国交通一卡通终端设施实现全省21个地市市区公交100%覆盖。

●广东共建成8个“司机之家”，完成178对高速公路服务区（停车区）厕所整治提升。

●港珠澳大桥科研获国内27项省部级科技奖项。 虎门二桥1960兆帕悬索桥主缆

索股技术研究获中国公路学会特等奖。

2018

年工作亮点

广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要求

各地应建立房地产风险企业名录

2018

年工作亮点

●全省新建商品房网签面积 13631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8%；销售金额 16044

亿元，同比平稳增长。

●截至去年年底，全省 21 个地级以上市成立了 41 家国有住房租赁企业，筹集

房源约 5.7 万套。 各市均建立了政府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并正式上线运行，

平台累计上线房源超 40 万套。

●政府投资公共租赁住房已分配比例达92.04%，并通过开展定向配租，让12万

人（户）青年教师、环卫工人等公共服务领域的特殊群体享受到政府投资公租

房福利。 全省新开工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3.45万套，任务完成率达到133.2%。

●住房公积金方面，2018 年通过缓缴和降低缴存比例为企业降成本 39亿元。

●新增配套管网近 8000 公里，再次刷新了纪录。 新建成 18 座生活垃圾处理设

施，日处理能力 2.7 万吨，全省生活垃圾处理能力首次超过生活垃圾产生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