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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

讯员 王楠 侯晓霞）

2019 中国

（广

州）

国际纪录片节

（以下简称广州

纪录片节）

将于 12 月 9 日至 12 日

在广州举办。 据悉， 广州纪录片节

全球征集已于日前结束， 共有来自

全球 130 个国家与地区的 3441 部

作品参评参展。 其中， 西班牙、 美

国、 法国等三国参评作品数量为国

际前三。

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广东省

人民政府主办的广州纪录片节创办

于 2003 年， 实现了由学术研讨会

到纪录片大会， 再到纪录片节的华

丽转身。

截至北京时间 8 月 31 日， 广

州纪录片节全球征集正式结束， 共

有来自全球五大洲 130 个国家与地

区的 3441 部作品参评参展。 其中，

欧洲国家的报名数量达 1691 部，

首次超越亚洲 1427 部的成绩， 成

2019 参评数量最多的大洲。

据统计，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纪

录片节———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

录片节 2017 年的征片数量为 3682

部， 2018 年为 3391 部。 北美最大

的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加拿大热

门国际纪录片节 2018 年为 3060

部， 2019 年为 2951 部。 与这两个

国际老牌的纪录片节相比， 广州纪

录片节虽年轻但成长速度很快， 征

集数量屡创新高： 2017 年征集量

2534 部， 2018 年 3208 部， 2019 年

为 3441 部。 截至目前， 纪录片节

征集数量位居世界同类型节展第

一。

今年纪录片节征集到的影片类

型可谓百花齐放， 年底将有众多重

量级、 在知名国际电影节获奖的大

片登陆广州。 其中不乏在国际知名

节展中获奖和入围的影片， 如 《与

树对谈》 《犬犬风尘》 《希望冻

结》 等。 腾讯视频、 哔哩哔哩、 二

更等新媒体平台的作品参评空前踊

跃， 影片总量比去年翻一番。

在系列片领域， 有明星级制作

机构参与角逐， 如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参评作品达 95 部、 共 424 集，

有 《大数据时代》 《海昏侯》 等；

英国广播公司带来的 《行星》 将全

景式展示浩瀚宇宙； 美国探索频道

将带来 《极境》 和 《跨月飞行》。

曾凭短片 《拆弹部队》 获得

2012 广州纪录片节“金红棉” 最

佳中国纪录片制作人奖的导演尚昌

仪， 今年带 《蓝盔行动》 来参评。

《蓝盔行动》 是中国首部战地纪实

电影， 首次全方位解密中国维和部

队鲜为人知的故事。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福 通讯员

穗工信宣 ）

近日，市委办、市府办印发

了《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

（修订版 ）》（下称 “民营经济

20

条 （修订

版）”）

，包括畅通民间投资渠道、支持民

营实体经济发展、促进民营企业创新创

造、扶持民营企业做大做强、优化民营

企业发展政务环境、构建“亲”“清”新型

政商关系等六个方面20条71项政策措

施，其中45个政策点是新增条款。

亮点1：为民营企业提供平等的

法治保障

民营经济20条

（修订版 ）

提出要优

化民间投资环境， 拓宽民间投资领域。

2017修订的《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

若干措施》

（以下简称

2017

年版）

中提出

“不得对民间资本单独设置附加条件”，

民营经济20条

（修订版 ）

修改为“修改、

废止不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集中开展民间投资项目收

费监督检查，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平等

法治保障”。

另一方面，聚焦民间资本投资可以

实行市场化运作的领域，明确项目条件

及可予支持的政策、资源等，依托广东

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等多种

渠道， 每年面向民间资本集中推介。

2017年版中“对民间资本投资教育、医

疗、养老等非营利性公益项目的，市、区

两级政府根据投资情况给予补助支持”

的内容，被修改为“全面放开在养老机

构内设置医疗机构的政策，鼓励社会力

量开办医养结合机构。 ”

亮点2：设立非公人才职称申报点

在鼓励民企引进人才方面，2017版

主要聚焦高层次人才的引进。 民营经济

20条

（修订版 ）

则更重视技术工人的培

养和引进，提出大力实施“广聚英才计

划”，加大技能人才培养力度，实施“羊

城工匠计划”，推行企业首席技师制度，

加快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实施急需职

业(

工种

)人才培养计划，推进以企业新

型学徒制为重点的校企合作。 鼓励社会

力量举办技工学校，为民营企业提供技

能人才。

同时，还提出设立非公人才职称申

报点， 在条件成熟的创新创业园区、人

力资源产业园区、行业协会学会、人力

资源市场先试先行组建社会化职称评

审委员会，面向非公单位、社会组织、自

由职业专业技术人才开展职称评审服

务。 进一步优化引进人才入户审核流

程，为创新创业人才、产业急需人才提

供优质便利的入户公共服务。

亮点3：帮助民企应对国际贸易摩擦

在支持民营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方

面，民营经济20条

（修订版 ）

新提出“帮

助企业积极应对国际贸易摩擦，对受外

部环境影响较大的龙头企业，采取‘一

企一策’方式协调解决”，同时提出“支

持民营企业在香港设立资本运作中心

及企业财资中心，开展融资、财务管理

等业务，提升风险管控水平”，引导企业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投资贸易和产际

展会，拓展国际市场。

民营经济20条

（修订版 ）

提出加大

广州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和应用，

推动各项便利化措施先行先试，继续加

快推进口岸提效降费，落实港口经营服

务性收费目录清单和公示制度，巩固广

州口岸整体通关时间压缩成效，到2021

年底货物整体通关时间较2017年压缩

一半， 办理退税平均时间缩短至9个工

作日。

亮点4：具体措施支持民营实体

经济发展

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对缴费人以前

年度社会保险费欠费，不得自行组织开

展集中清缴；用人单位的职工社会医疗

保险缴费率从8%降低为6.5%以下；2019

年5月至2021年4月，在用人单位工伤保

险现行缴费费率阶段性下调30%的基础

上，进一步加大降费力度；至2020年底

前，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下调回2017年的

征收标准。

改善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由市属国

有企业出资30亿元组建国资产业并购

基金，引导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共同参

与， 形成总规模200亿元的并购纾困基

金，通过股权投资等方式纾解民营上市

公司融资发展问题。 开展清理政府部门

和市属国有企业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

业账款行动，依法依规妥善解决逾期欠

款问题。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通讯员 彭

福祥 梁嘉韵）

两年后，一幢25层高的医

学综合大楼将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下称中山一院）

完工。 昨日上午，中

山一院医学综合楼举行奠基动工仪式。

该项目总投资超过6亿元， 预计2021年

主体完工。

中山大学副校长、中山一院院长肖

海鹏在致辞中表示，医学综合楼项目的

顺利实施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特别

是香港知名企业家刘銮雄先生，2009年

以来先后捐赠4.3亿港币支持中山一院

医学综合楼等多个建设项目，此次医学

综合楼将冠名为“刘銮雄楼”。

据悉，近年来，中山一院妇科生殖

医学中心、 精准医学研究院一期工程、

保健体检中心等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先

后竣工， 目前， 该院南沙新院区已动

工建设， 恒大医学中心正在紧密筹划。

记者了解到，医学综合楼

（刘銮雄

楼）

由中山大学与中山一院合作共建，

投资概算超6亿元，总建筑面积75000多

平方米，其中地上25层、地下4层，建筑

高度98.2米， 主体工程预计2021完工，

2022年正式投入使用。

大楼建成后将设置急救中心、手术

中心、妇女儿童中心、精准医学大科学

平台、临床研究中心、信息中心、影像及

放疗中心，同时大楼顶部设有紧急救援

直升机停机坪。

此外，医学综合楼和现在的手术科

大楼、门急诊大楼、曾宪梓大楼之间将

建步行连廊通道，使分散的各栋建筑形

成一个有机整体，实现院内交通便捷易

达。

肖海鹏表示， 医学综合楼投入使

用后， 将有力提升医院疑难重症诊治

和紧急救援能力， 为加快实施高水平

医院建设“登峰计划”， 服务粤港澳大

湾区发展、 助力健康中国起到重要支

撑作用。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新20条”发布

中山一院医学综合楼正式动工，总投资6亿元

新大楼25层 冠名“刘銮雄楼”

一大波优秀纪录片

年底来穗参展

广州纪录片节全球征集

3441部作品数量再攀高峰

刘蒙少将

（中）赠送墨宝

“刘銮 雄 楼 ”，

并与中山一院

院长肖 海 鹏 、

刘銮雄夫人合

影。

信息时报记者

郭柯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