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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多云，气温

12℃～20℃

。 社址：广州市广州大道南

83

号汇美商务中心（

510310

） 电话：

020-34323133

信息时报讯（记者 欧嘉福 通讯

员 成广聚）

昨日， 记者从广州市城

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获悉， 为切实

做好2019年春节期间废弃年花年桔

的分类处理工作， 积极营造干净整

洁的市容环境和生活秩序，以喜庆、

祥和的节日氛围欢度新春佳节。 全

市11个区共设566个废弃年花年桔

临时收集点

（越秀区

88

个、海珠区

45

个、荔湾区

37

个、天河区

92

个、白云区

69

个、黄埔区

137

个、番禺区

16

个、花

都区

23

个、南沙区

37

个、从化区

6

个、

增城区

16

个）

，供市民投放使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昨日

是春节假期后首个工作日，记者走访了

广州市多个路段和办事窗口，市内交通

基本顺畅， 办事窗口已正常向市民开

放。 在广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各窗口都

有工作人员在岗，但办事群众寥寥。

尽管昨日是工作日，但一些企业尚

未正式开工，很多人还沉浸在节日的欢

乐中，有的尚在返程途中。 与平常工作

日相比，广州市中心交通则相对顺畅很

多，市民市内出行十分“舒心”。 记者在

天河区一些路段、东风西、广州大道南

等路段看到，车辆日间都能快速通行。

昨日下午4时15分， 记者在位于珠

江新城的广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看到，零

星有几位市民前来办事，一名市民正在

二楼的咨询台询问情况。 一名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11日起服务中心已开始正常

上班，全部窗口都有工作人员。

在三楼的业务窗口，工作人员都守

在各自的岗位上，但基本看不到办事群

众。 南沙政务专窗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当日办事的人很少，跟往常相比，可

能只有十分之一左右。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前

日夜间，广州市阴天有小雨，昨日白

天阴天为主,局部有零星小雨；受冷

空气影响， 昨晨最低气温 9～13℃，

较昨日下降 2～3℃， 白天最高气温

12～15℃，较昨日下降 1～3℃。 预计，

未来三天广州市以多云天气为主，

气温逐渐回升，早晚轻雾趋明显。

气象部门预测，12 日， 广东省

大部多云，早晚有

（轻）

雾，西部市县

局部有小雨；13 日，韶关、清远和粤

西市县多云到阴天，有分散小雨，其

余市县多云，局部有小雨，大部分市

县早晚有

（轻 ）

雾，全省气温继续回

升；14 日，全省多云到阴天，有分散

小雨，早晚有

（轻）

雾。

广州今日多云，气温介于 12℃

至 20℃之间， 吹轻微的东北风；明

日多云， 早晚有轻雾， 气温介于

17℃至 24℃之间， 吹轻微的偏东

风；14 日， 多云间阴天， 早晚有轻

雾，气温介于 18℃至 25℃之间。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奚慧颖）

昨日，

广州市住建局就调整公房住宅租金标

准有关问题发布通知，即日起实施。 调

整后，对于公房住宅承租人而言，从每

平方米使用面积平均月租金3．5元，调整

到4元，调升15%；政府代管的私产类租

金仍按7．3元计算。

特困家庭按每月1元/平方米计租

公房住宅， 是指由行政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投资兴建、出租的住宅，包括

政府公房

（直管房 、单位公房 ）

、企业公

房，其出租对象不一定是中、低收入群

体，也可能是本单位职工。 记者了解到，

2014年颁布的《广州市国土房管局广州

市物价局关于广州市公有住房租金标

准的通知》文件有效期至2019年1月，故

必须出台新的租金标准文件。

其中，承租公产、经租产、无主代管

产、拆迁代管产、逆产、封建产、外产等

产别的公房住宅承租人适用公产类租

金。 租金基数从每平方米使用面积平均

月租金3．5元，调整到4元。政府代管的私

产类租金不作调整，仍按每平方米使用

面积平均月租金7．3元计算。

同时， 结合实际情况和近年政策，

还增加了“市场租金标准”。 已享受住房

货币补贴的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等2种情

形下适用市场租金。 市场租金标准按房

屋租赁管理部门最新公布的房屋租金

参考价计收。

此外，民政部门确认的低保、低收

入、市总工会认定的特困职工住房困难

家庭，租住公房

（不含宗教房产 ）

的，按

每平方米使用面积月租金1元的标准计

算租金

（以每户为单位）

。

租金计算中增加了电梯系数

本次实施的《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关于调整广州市公房住宅租金标

准的通知》， 充分反映广州市社会物价

水平、房屋区位因素、住房保障政策等。

考虑到地段和电梯因素对租金的影响，

结合广州实际情况对原租金标准的地

段划分进行了调整，并增加电梯系数。

地段方面，中心市区

（越秀 、荔湾 、

海珠 、天河区 ）

增加10%，一般市区

（白

云、黄埔区）

增加5%，外围市区

（南沙、花

都、番禺、从化、增城区）

不变。 电梯增减

率方面，有电梯设备的楼房二层以上加

5%。

调整后，租金计算公式为：房屋月

租金=租金基数×使用面积×

（

1+

地段增

减率 ）

×

（

1+

电梯增减率 ）

+单项装修金

额。 执行市场租金标准的公房住宅直接

按房屋租赁管理部门最新公布的房屋

租金参考价计租。

为解决公房住宅租户的住房困难，

保持公房住宅租金标准的延续性和维

护社会的稳定性， 降低行政资源损耗，

本次公布的公房住宅租金标准有效期

确定为5年。

公房基准租金每平方米上调0.5元

广州调整公房住宅租金标准，即日起实施

全市共设566个点

临时收集废弃年花

市民也可以登录市城市管

理和综合执法局官方网站查询

具体收集点（

http://www.gzcgw.

gov.cn/gzcgw/ljfl_flyw/201902/

8cdaeeeaf6b1420a9b2e02cdb

2158dd2.shtml

）

收集点查询

未来三天逐渐升温

昨日市内交通顺畅 办事窗口正常服务

开工大吉

�����

广州 市 政

务服 务中 心 ，

各窗口都有工

作 人员 在 岗 ，

但办事群众寥

寥。

信息时报记者

梁钜聪 摄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

东重要讲话精神，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把推进九项重点工作作为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 的具体行动， 坚持党建引

领，走好群众路线，攻坚克难，用啃硬骨

头的干劲，一项一项抓好落实，确保取

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坚持以规划为统

领， 结合重点项目和城市通道规划建

设，把九项重点工作落实到城市整体空

间规划中。 坚持以政策为引导，完善政

策体系，强化产业导入，制定负面清单，

推进产业升级。 坚持市场化运作，整合

各类社会资源和力量。 坚持分类指导，

分别制定三年行动计划和年度工作安

排，把握好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

战。 区要落实主体责任，主要领导要负

总责、亲自抓，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调

指导，讲究方式方法，把群众工作做到

位，把工作落实到基层和网格，确保各

项重点工作稳步有序推进，推动广州焕

发云山珠水、 吉祥花城的无穷魅力，以

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市领导陈志英、徐咏虹、潘建国、杨

江华、王东、马文田，越秀、海珠、荔湾、

天河、白云、番禺等区及市直有关部门

主要负责人参加相关活动。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 也是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推

动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的开局之年。

面对新征程新机遇新挑战， 要实现各项

目标任务， 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和社会大局稳定，必须按照省委“1+1+9”

工作部署，深化细化我市“1+1+4”工作举

措，具体化为项目书和时间表，以闻鸡起

舞、日夜兼程、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和奋

斗姿态，在抓落实上见行动、见功夫、见

实效。做好广州工作，离不开各民主党派

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努力。 各民主党派要

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牢“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

推进“大学习、深调研、真落实”工作，深

化“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

教育活动， 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

治基础。坚持主动服务发展大局，聚焦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四个出新出彩”，充

分发挥党派优势， 为广州高质量发展凝

聚共识、汇聚智慧、集聚力量。 坚持加强

自身建设， 培养造就政治坚定、 代表性

强、品行良好、作风过硬的高素质代表人

士队伍。 中共广州市委将始终坚持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坚持长期共存、相互监督、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的方针，进一步完善合作机制，

畅通联系沟通渠道， 为各民主党派开展

工作创造良好条件。

市领导潘建国、卢一先参加。

在位于白云区富悦街的广州地铁

十一号线大金钟站施工现场，温国辉听

取地铁规划、建设、运营等情况的汇报。

温国辉强调， 要完善地铁建设协调机

制，做好地铁规划设计，统筹做好广州

地铁与周边城市交通设施的衔接。 要按

照工程时间节点， 稳步推进地铁建设。

要坚持安全第一，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

任制，确保地铁施工安全。

突出重点攻坚克难 推动实现老城市新活力

发挥党派优势 主动服务发展大局

温国辉调研城市运行保障情况

（

上接

A02

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