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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十字

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2日在京

开幕。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

见全体代表，向他们表示诚挚问候和热

烈祝贺，勉励他们弘扬人道、博爱、奉献

精神，改革创新、奋发有为，为红十字事

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

记处书记王沪宁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

王岐山参加会见并出席大会开幕式。

上午10时，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

堂北大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习近平

等同代表们亲切握手，不时交谈，并同

大家合影留念。

孙春兰参加会见并在开幕式上代

表党中央、 国务院致辞。 她说， 中国

红十字会第十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以

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 红十字事业取得显著成

就。 站在新的起点上， 红十字工作要

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 坚持党的领导、 坚定正确

方向， 凝聚人道力量、 保护生命健康，

深化改革创新、 依法履职尽责， 开展

国际援助、 拓展民间外交， 努力为国

奉献、 为民造福。

大会开幕式由中国红十字会会长

陈竺主持，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彼

得·莫雷尔发表视频致辞， 红十字会与

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主席弗兰西斯科·

罗卡致辞，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第一

书记李玉赋代表群众团体致贺词。 会议

为第47届南丁格尔奖章中国获奖者颁

奖，并表彰了32个全国红十字会系统先

进集体和10名先进工作者。

丁薛祥、杨洁篪、黄坤明、肖捷参加

会见，陈希、王勇、王毅参加会见并出席

开幕式。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奚慧颖）

修缮

历史建筑有望获得补贴。 日前，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起草的《广州市非国有历

史建筑修缮补助办法》

（草案）

开始征求

意见。 广州拟安排市本级专项资金，用

于补助本市行政区域内非国有房屋类

历史建筑修缮工程。 补助资金根据房屋

结构、面积等参数核发，每次补助额度

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完成修缮后可申请补助

什么样的历史建筑可以申请修缮

补助资金？ 今年初，广州完成文化遗产

普查的历史建筑线索认定，历史建筑名

录总数达817处。 本次草案涉及的是全

市行政区域内非国有房屋类历史建筑。

根据草案，历史建筑保护责任人按

照本市历史建筑修缮监督管理有关规

定，以及相关技术规范、质量标准、修缮

图则、修缮设计、施工方案、年度修缮计

划等要求完成修缮后，可以申请补助资

金。

同时，申请还需具备3个条件：一、

建筑属于私人所有或者集体所有，且依

法完成不动产登记的；二、修缮工程涉

及历史风貌保护、结构安全改善、基础

配套设施完善等内容；三、修缮工程依

法应当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乡村

建设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开工建

设信息录入、 验收等建设工程手续的，

已经取得相关许可或备案文件。

据了解，上述“历史风貌保护”，是

指对体现历史风貌特色的部位、 材料、

构筑、装饰等进行的维护或修缮；“结构

安全改善”， 是指对建筑结构进行的必

要的加固或改造；“基础配套设施完

善”， 是指为满足历史建筑基本使用需

要，安装必要的水电、暖通、消防、浴厕

等设施设备。

市住房城乡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应

当根据历史建筑的保护状况、保护责任

人修缮意愿和各区实际情况等，确定和

调整历史建筑年度修缮计划，必要时可

以组织专家论证。 历史建筑濒危急需抢

救或者已编制修缮设计、施工方案与资

金预算的，可以优先列入年度修缮计划

予以安排补助资金。

每次最高补助额度100万元

补助标准方面，轻微修缮的补助额

度为500元/平方米； 非轻微修缮的，其

中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钢结构等房屋

的补助额度为1000元/平方米， 砖木结

构、 砖混结构房屋的补助额度为1500

元/平方米。

核发的面积和房屋结构依据，以不

动产登记载明的合法产权面积和房屋

结构为准。 每次补助额度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 补助资金的核发原则十年内

不得超过一次，因不可抗力导致同一历

史建筑在十年内再次遭受严重损坏，且

经专家或者相关技术机构评估通过的

情形除外。

由市住房城乡建设行政管理部门

负责补助资金预算申报、补助资金向区

转移支付的监督及指导等工作，可以委

托市历史建筑修缮保护机构具体负责

相关技术性、事务性工作。 区住房城乡

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落实补助资金

的管理、发放和监督等工作。

若保护责任人违反历史建筑保护

规划、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规定实施

修缮并损坏历史建筑，将被依法追究相

应责任。 对不依规定申请补助、申请材

料作假等行为，按照公共信用信息管理

有关规定处理。

习近平会见中国红十字会

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昨日，

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新闻信

息传播局指导，广东省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联合省发展改革委

（省大湾区办）

等

单位举办的“活力湾区 世界共享”东南

亚主流网络媒体湾区行联合采访活动

在广州拉开帷幕。

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包括来自印

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等东

南亚国家主流网络媒体在内的 30 余名

记者组成的采访团，将深入走访粤港澳

大湾区城市群，感受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变化，讲述粤港澳大湾区和东南亚地区

合作共进的美好故事。

当前，广东正在举全省之力推动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

格局。 广东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

许华在活动启动仪式上表示，粤港澳大

湾区与东南亚地区的合作，在地理上有

便利条件，经贸上有互补优势，人文上

有深厚感情纽带，两地广泛、具体的合

作将惠及两地人民。 期待通过此次活动

能加深东南亚地区人民对广东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客观认识，进一步激发广

东与东南亚地区经贸文化合作交流的

热情，共同向国际社会讲好两地交往的

美好故事。

当天，采访团首站“打卡”永庆坊和

粤剧艺术博物馆，走访了科学广场展示

厅、 广州励丰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等。 随后几天，采访团将先后前往东莞、

深圳、中山和珠海等地采访报道。

“活力湾区 世界共享”东南亚主流网络媒体湾区行联合采访在穗启动

最高额度100万 广州拟补助非国有历史建筑修缮

意见征求时间：

即日起至9月8日。

意见反馈途径：

电子邮件：

mcbhc@gz.gov.cn。

邮寄：

广州市越秀区吉祥路80号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名城保护

处，邮编：510000。

传真：

83337841。

联系人：

杨先生，83310173。

编者按：七十年峥嵘岁月，七十年

铸就辉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之际，从今天起，新华社与中央党史

和文献研究院联合推出专栏 《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新中国峥嵘岁月》，

以图文等报道形式，回顾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新中国走过的

70

年非凡历程，重

温一个个载入史册的重大事件、重要时

刻，呈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昭示中华民族阔步

迈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今天推出第

一篇《新中国诞生》。

1949年9月30日， 刚刚闭幕的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

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

主席向全世界郑重宣布：占人类总数四

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中国

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

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下午2时，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

行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正、副主

席及委员宣布就职。

下午3时， 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

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接着，

毛泽东按动电钮，在义勇军进行曲的雄

壮旋律中，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

升起。 广场上，54门礼炮齐鸣28响，象征

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

的28年历程。

升旗结束后，毛泽东宣读了中央人

民政府公告。 接着举行阅兵式。 人民解

放军陆海空三军受阅部队以连为单位

列成方阵，迈着威武雄壮的步伐由东向

西行进，分列通过天安门前。 刚刚组建

的人民空军的14架战斗机、轰炸机和教

练机，在天安门广场凌空掠过。

阅兵式持续近3个小时， 结束时天

色已晚， 长安街上华灯齐放， 工人、农

民、学生、市民的游行队伍高举红旗，纵

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

当天，全国已经解放的各大中城市

都举行了热烈的庆祝活动。 10月1日这

一天，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

新中国的成立， 是五四运动以来

我国发生的重大历史性事件， 是近代

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里

程碑， 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

新纪元。

据新华社

新中国诞生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新中国峥嵘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