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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出台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

推广高雅艺术 鼓励降低演出票价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

落实

带薪休假制度， 鼓励错峰休假和弹性

作息； 实施“百厨百店” 计划， 为全

市乡村培养 100 个粤菜名厨、 100 家粤

菜名店， 提升乡村旅游品质……日前，

广州市人民政府正式印发 《广州市完

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

（

2019～

2020

年）》 （下称 《实施方案》）

， 聚焦

七大重点服务消费领域， 并提出要完

善促进实物消费结构升级的政策体系，

加快推进重点领域产品和服务标准建

设， 并建立健全消费领域信用体系。

旅游休闲：

鼓励错峰休假和弹性作息

在旅游领域， 《实施方案》 提出，

广州将推动全域旅游发展， 开展番禺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和越秀、 海珠、

天河、 花都、 增城、 从化等广东省全

域旅游示范区创建。

乡村旅游方面， 提升乡村旅游品

质， 推进粤菜师傅工程， 实施“百厨

百店” 计划， 为全市乡村培养 100 个

粤菜名厨、 100 家粤菜名店， 培育一批

乡村招牌菜式和乡村烹饪技术能手。

创建 30 个旅游文化特色村， 打造乡村

旅游精品线路。 制定实施促进和规范

乡村民宿发展的意见、 规范标准和发

展规划。

同时， 广州还将落实白云机场 144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 积极争取南沙口

岸邮轮外国旅客入境免签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 《实施方案》 明

确提出， 广州要落实带薪休假制度，

鼓励错峰休假和弹性作息。

文化体育：

推进实施“文化消费积分通”项目

文化方面，广州将扩大电影市场消

费规模，大力发展重点影片创作，鼓励

优秀电影作品创作、发行和放映，推进

电影版权交易和电影投资，支持电影院

线建设，增强电影市场消费。 同时，《实

施方案》提出，广州将扎实完成国家首

批扩大文化消费试点城市目标任务，积

极推进“广州市文化消费积分通”项目

实施。 积极推广高雅艺术，鼓励降低演

出票价，吸引更多群众购票消费。 积极

采取措施扶持实体书店，引导实体书店

创新商业模式，多元融合发展。

体育消费方面，《实施方案》 提到，

广州将提高体育场馆使用效率，盘活存

量资源，推动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

费开放，运用商业运营等多种模式推动

体育场馆多层次开放利用。 依托成熟的

体育运营公司引进一批有利于提高城

市影响力的国内外体育大赛。 围绕羽毛

球、舞龙舞狮、毽球等广州特色运动领

域，组织策划一批大型赛事，力争打造

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职业赛事。

养老教育：

盘活社会闲置资源转型养老机构

《实施方案》提到，广州将采取一系

列举措实施老年人照顾服务项目，进一

步拓展老年优待范围、提高老年人照顾

服务水平。

一方面，要统筹推进中央财政支持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和广州

“3＋X”创新试点，优化提升养老助餐配

餐服务。 另一方面，依法依规盘活利用

社会闲置资源转型为养老服务设施，鼓

励利用城镇中废弃工厂、事业单位改制

后腾出的办公用房、乡镇区划调整后的

办公楼以及转型中的公办培训中心和

疗养院等，整合改造成养老机构、社区

居家养老设施用房等养老服务设施。

在教育培训领域，《实施方案》提

出， 广州将首先大力发展普惠性幼儿

园，鼓励通过购买服务、减免租金以及

公、民办幼儿园结对帮扶等方式，引导

和支持民办幼儿园提供普惠性服务。 在

职业教育方面，全面实施技能晋升培训

政策，建立覆盖城乡全体劳动者的均等

化培训补贴制度，加强职业培训管理人

才队伍建设，有针对性组织开展相关业

务、素质培训，贯通技能人才成长通道。

推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鼓

励社会力量开办民办职业教育学校。

《实施方案》亮点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孙小鹏 ）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正式获批了？

昨日， 《教育部关于同意北京师范

大学珠海校区建设的批复》 在网上

流传， 引起网友热议。 记者从北京

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以及北京师范大

学了解到， 日前教育部正式批复同

意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建设。

据介绍， 北京师范大学坚持珠

海校区与校本部同水平、 同标准的

办学定位， 实现与现有校区互补借

力、 错位发展。

当前， 北师大正按照高标准、

新机制、 国际化的原则， 统筹安排

珠海分校和珠海校区的各项工作，

让全体师生员工共享学校改革发展

成果， 凝心聚力投身学校“双一流”

建设， 为建设教育强国做出北师大

的独特贡献。

按计划， 珠海校区开始招生后，

原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将逐年调

减招生计划， 于 2021 年停止招生，

2024 年终止办学。

“当年我高考填志愿的时候， 就

是冲着北师大教授会过来授课这一

点， 选择了这所学校的。” 作为北京

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的老校友， 吴女

士感慨道。 据吴女士回忆， 当年她

入读的时候， 学校还是以珠海校区

的名义招生的， 可过了不久就变成

珠海分校。 虽然在那时看来， 入读

这个新校区的学生可谓是“拓荒

牛”， 但学校的环境“没得说”， 非

常优美， 适合学习。 “当年我们中

文系的老师基本都是博导。” 吴女士

很自豪地表示， 这着实让学生们震

撼， 同时也给他们的学习带来了很

大的帮助。 毕业后， 他们班很多同

学都在广东各大媒体平台当记者。

如今， 珠海校区又要“回来” 了，

吴女士非常开心。 在她看来， 这对

于学校未来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再见！ 北师大珠海分校

你好！ 北师大珠海校区

教育部正式批复同意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建设，珠海分校拟 2024 年终止办学

2000

年

10

月， 北京师范大学与广东省珠海市政府签署合作建

设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教育园区的协议。

2001

年

12

月，园区正式奠基并开工建

设。

2003

年

7

月，按教育部批复，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教育园区更名为北京师范

大学珠海分校。 历经近

20

年的建设，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已经成为一个具

有成熟办学条件、良好办学声誉的高等教育机构。

2017

年

11

月，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学校第十三次党代会，学校对

标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等重大任

务，规划了以北京校区和珠海校区为两翼的“一体两翼”办学格局，决定在珠海

建设未来教育学院，培养未来卓越教师，打造中国基础教育的“黄埔军校”；建

设一带一路学院，推进学科交叉创新，助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2017

年

8

月，广东省、珠海市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合签署《共建北

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协议》，支持学校利用现有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及已协

议收回的北京师范大学

-

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的用地、 校舍来建设珠

海校区，实现珠海分校向珠海校区的转设。

2019

年

4

月

8

日，教育部正式批复同意北师大珠海校区建设。

大

事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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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餐

为全市乡村培养

100

个粤菜名

厨、

100

家粤菜名店

落实带薪休假制度，鼓励错峰休假和弹性作息

创建

30

个旅游文化特色村

落实白云机场

144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

推动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