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奚慧颖）

你去

海珠桥上拍照没？ 再不去就来不及咯！

因起义路海珠广场道路品质化提升工

程，海珠桥从 8 月 3 日起临时封闭。 不

少市民趁这机会到桥上拍照，海珠桥一

时间成为了“网红打卡点”。 昨日，记者

了解到， 随着这座大桥将在 9 月 5 日

“提前解封”，留给大家拍照的机会也只

剩下 1 天时间。

日前，记者来到滨江中路一侧的海

珠桥脚， 只见车行道仍然处于围蔽中。

但因为海珠桥上的人行道及非机动车

道可照常通行，不少市民从围栏“缺口”

钻入车行道，在“海珠桥”三个大字下合

照。“伞举高一点，手往后伸一点。”远远

地，记者就听到几位阿姨在桥上说说笑

笑，好不热闹。黄阿姨告诉记者，她听说

海珠桥最近成了“热门取景地”，所以特

意约朋友来合影留念。为了拍出美美的

照片，阿姨们穿上鲜艳的花裙子，戴了

耳坠、项链不说，还特地网购了花布伞，

可谓“全副武装”。

“我今天原本是去中山四路参加退

休人员聚会的， 刚好地铁也能到附近，

就来拍拍照。 ”刚拍完照的张阿姨跟记

者聊起来。 张阿姨对记者说，她学生时

代曾拍过一张以海珠桥为背景的照片。

“海珠桥这次临时封闭后， 看到朋友圈

有不少人来‘打卡’，我今天也算赶上了

‘末班车’。”张阿姨开心地说。市民陈先

生则感叹，大桥封闭本是拍婚纱照的好

机会，可惜身边没有佳人在侧。“下次封

桥不知道是何时了”。

场施工人员告诉记者，目前车行道

划线工作基本完成，为即将到来的复通

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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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表示，希望香港特区政府和社

会各界人士围绕“止暴制乱、恢复秩序”

进一步凝聚共识并付诸行动。 特区政府

包括行政、立法、司法机构，以及社会各

界都要切实把“止暴制乱、恢复秩序”作

为香港当前压倒一切的最重要、最迫切

的任务。守护家园，人人有责。希望每个

爱护香港的市民都能以自己的行动，自

觉抵制暴力，制止暴力，并自觉支持林

郑月娥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和特区

警队依法打击和惩治暴力犯罪活动，支

持特区检控和司法机构各司其职，使所

有暴力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惩治，彰显

法律的公正与威严。 特别是对暴力犯罪

的骨干分子及其背后的策划者、 组织

者、指挥者，要追究到底，绝不手软。 所

有掌握公权力的机构都应快速、果断行

动起来。 法治之绳不可松，法治之网不

可漏，法治之剑不可钝。

杨光表示，希望大家把以和平游行

集会表达诉求的行动与暴力犯罪和挑

战“一国两制”底线的行径区分开来。 游

行集会是基本法赋予香港居民的自由。

参与游行集会的大多数市民包括年轻

学生，不管基于什么原因，也不管想表

达什么样的诉求，只要是依法以和平方

式参与游行集会，只要符合“一国两制”

原则，都是法律允许的。 参与和平游行

集会活动，与肆无忌惮挑战“一国两制”

底线、冲击中央驻港机构、污损和侮辱

国旗国徽、 暴力袭击警察和无辜市民、

严重损坏公私财物、危及公共安全的犯

罪行为，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 对于

后者，必须且只能依法严厉打击，没有

宽容的余地。 面对违法犯罪，执法就是

正义，护法就是公义。

杨光表示，希望大家聚焦香港经济

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根本问题， 献计献

策，共谋解决之道。 这次风波折射出香

港社会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到了必

须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的时候。 一般市民特别是年轻人常抱怨

的住房难、贫富差距大、向上流动难等

社会问题，是长期积累形成的，成因复

杂，需要找准症结，找到有效解决办法。

我们支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和管治团

队继续通过有关对话平台与社会各界

人士和青年展开交流，共同探讨有关问

题的解决方案。 香港社会非常需要这种

建设性的对话。 只要香港社会各界人士

以主人翁的精神和姿态积极思考、集思

广益、凝聚共识，就定能找到破解难题

的金钥匙， 推动香港社会化戾气为祥

和。 中央政府将继续坚定不移贯彻“一

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继续不遗余力

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促进发

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市民。

对于反对派要求尽快重启政改落

实“双普选”，杨光在答问时表示，香港

的民主制度是在回归祖国以后真正建

立和发展起来的。 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特

区按照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

决定发展民主政制。 阻挠香港民主发展

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 正是反对派自

己。 无论将来什么时候启动政改，香港

的普选制度都必须符合“一国两制”，符

合基本法，符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

决定。

对于有香港中学生、大学生参与暴

力活动，徐露颖应询表示，这让我们非

常痛心。 学校是教育的主阵地，教师是

学校教育的第一责任人。 一些教育界人

士利用手中权力和资源散播暴力仇恨

的种子，鼓动学生罢课，突破了教师的

职业底线，丧失师德，这是绝不能允许

的，应依法给予严厉惩戒。 徐露颖还指

出，中央政府坚定支持特区政府、广大

教育工作者和市民采取有力措施，制止

任何人以任何名义用教唆、煽惑、威胁、

引诱等手段裹挟青年学生参与到激进

政治活动中， 保护学生受教育权利，还

校园纯洁和宁静。

对于暴力活动中发生多起侮辱国

旗国徽事件， 徐露颖在答问时表示，我

们在强烈谴责极少数“港独”分子丧心

病狂的辱国行为的同时，也要问一个问

题：为什么这些行为一而再再而三地出

现在香港？ 也要问：香港的国民教育特

别是国家意识的培养，是不是有值得检

讨和反思的地方？ 国民教育和国家意识

培养的问题，到了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和

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的时候了。

杨光在答问时还指出，香港回归后

成为中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香港事

务属于中国内政，任何国家不得干涉。 3

个月来，西方特别是美国一些政客不断

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 可谓不绝于耳。

这些人的目的绝不是为了香港前途好，

只不过是看到香港出现一些混乱，想趁

火打劫，把香港搞乱，给中国制造麻烦。

他说：“我想告诫这些西方的先生们，

他们这套把戏在别的地方得过手，在当地

留下满目疮痍，但在香港、在中国的土地

上不管用。 黄粱一梦，该醒醒了！ ”

要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创新理论，掌握马

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夯实敢于斗

争、善于斗争的思想根基，理论上清醒，

政治上才能坚定， 斗争起来才有底气、

才有力量。 要坚持在重大斗争中磨砺，

越是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越是形势

严峻、情况复杂的时候，越能练胆魄、磨

意志、长才干。 领导干部要主动投身到

各种斗争中去，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

剑， 在矛盾冲突面前敢于迎难而上，在

危机困难面前敢于挺身而出，在歪风邪

气面前敢于坚决斗争。

习近平指出，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

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 领导干部

不论在哪个岗位、担任什么职务，都要

勇于担当、攻坚克难，既当指挥员、又当

战斗员， 培养和保持顽强的斗争精神、

坚韧的斗争意志、高超的斗争本领。 我

们在工作中遇到的斗争是多方面的，改

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

治军都需要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

领。 全面从严治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在

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

量发展、消除金融领域隐患、保障和改

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治理生态环

境、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全面依法治国、

处理群体性事件、打击黑恶势力、维护

国家安全，等等，都要敢于斗争、善于斗

争。 领导干部要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的战士。

陈希主持开班式并讲话。 他表示，

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根本任务，作为全部

工作的主题主线，自觉主动学、及时跟

进学、联系实际学、笃信笃行学，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 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

格，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把初

心和使命落实到本职岗位上、一言一行

中，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应

有贡献。

丁薛祥、黄坤明出席开班式。

2019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

（国家行

政学院）

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参加开

班式，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开班

式。

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顽强奋斗

已到维护“一国两制”原则底线和香港繁荣稳定重要关头

（上接

A02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

昨日

召开的广州市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了

《广州市关于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

景下增强广州国际航运综合服务功能

的工作方案》， 当中包含10个方面的内

容、 共有29条举措， 将进一步增强广

州国际航运综合服务功能， 实现可持

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广州港是广州打造国际航运中心

的重要支撑。今年1~8月，广州港完成货

物吞吐量4.15亿吨， 同比增长9.97%；完

成集装箱1508万TEU，同比增长4.31%。

此外，1~8月，广州港集团生产经营指标

均实现正增长，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

吐量分别完成3.48亿吨、1373.4万TEU，

同比增长10.4%和8.9%，收入、利润分别

完成89.68亿元、16.56亿元， 同比增长

7.4%和10.3%； 净增6条外贸集装箱航

线，截至8月底，外贸集装箱航线109条。

《工作方案》 提出广州要促进老

港区转型与新港区建设步调一致， 确

保新增港口通过能力及时承接老港区

货运功能转移。

近期重点推进内港港区和黄埔港

区老港作业区转型升级， 黄埔港区新

港作业区维持现有功能， 根据港口规

划逐步推进转型发展。

在发展邮轮游艇旅游业方面 ，

《工作方案》 提出， 推动珠江游绿色发

展， 鼓励开发广州文化特色珠江日游

产品； 支持发展邮轮+游船、 邮轮+游

艇等水上休闲旅游。 同时加快琶洲客

运口岸码头等项目建设。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俊）

近日，

记者从广州市交通运输局获悉，《广

州市机械式立体停车设施安装管理

办法》

（下称 “《管理办法 》”）

将于 10

月 1 日起实施，有效期为 5 年，《管理

办法》 通过简化申请程序等方式，鼓

励单位和个人利用自有建设用地、闲

置土地、待建土地、零散场地等建设

用地场所，通过租赁、合作经营等方

式安装和建设机械式立体停车设施，

缓解区域停车难问题。

根据《管理办法》，申请安装机械

式立体停车设备已明确的简化程序

包括，符合《广州市停车场条例》第二

十四条规定无需申领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的机械式立体停车设施项目，

无需办理建设工程立项、施工许可等

建设工程审批手续，但应当按规定向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办理特种设

施施工前告知、 使用登记等手续；机

械式立体停车设施所在停车场的车

位总数在五百个以下且不涉及环境

敏感区及土建的，免于办理环境影响

评价手续。

广州将加快琶洲客运码头建设

海珠桥“解封”前最后一天，你来“拍”了吗？

单位和个人可申请建

机械式立体停车场

29条举措增强国际航运综合服务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