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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7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津巴布韦前

总统穆加贝不幸逝世向津巴布韦总

统姆南加古瓦致唁电。 习近平代表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个人的名

义， 对穆加贝前总统逝世表示沉痛

的哀悼， 向津巴布韦政府和人民以

及穆加贝先生亲属表示诚挚的慰

问。

习近平表示， 穆加贝先生是津

巴布韦和非洲杰出政治家和民族解

放运动领导人， 生前多次访华， 为

推动中津、 中非友谊合作作出了卓

越贡献。 他的逝世是津巴布韦人民

的巨大损失， 也使中国人民失去了

一位老朋友、 好朋友。 中方珍视中

津兄弟般的传统友谊， 愿同津巴布

韦政府和人民一道， 继续扩大和深

化双方各领域合作， 推动中津全面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信息时报讯（记者 吴瑕）

广州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

价，采取了包括稳定生猪和猪肉供应、增

加鸡鸭鱼等肉类生产等十条保供稳价措

施。 记者昨日获悉， 从 9 月 7 日至 9 月

30 日，广州将按低于市场价 10%组织投

放 1600 吨储备冻猪肉，投放渠道包括 8

字连锁超市、皇上皇门店、学校、饭堂、酒

楼等。有关部门表示，广州加强对粮、油、

肉、蛋、果、菜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的监

督检查， 严厉打击查处捏造散布涨价信

息、借机炒作、哄抬物价、串通涨价、囤积

居奇等价格违法行为。

据有关部门介绍，今年以来，尽管粮

油价格基本稳定， 但受去年气候灾害和

蔬菜生产淡季影响，苹果、梨等水果及蔬

菜价格大幅攀升； 受非洲猪瘟疫情等因

素影响，以猪肉为代表的畜肉、禽肉、水

产品价格涨幅加大。

广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重要民生

商品保供稳价， 采取了十条保供稳价措

施，包括稳定生猪和猪肉供应、增加鸡鸭

鱼等肉类生产等措施。其中，在稳定生猪

和猪肉供应方面， 广州将增加冻猪肉收

储，做好应急保障。落实冻猪肉政府收储

任务，建立健全冻肉储备调控方案，合理

调节吞吐节奏。投放政府储备冻猪肉，保

障猪肉市场供应， 控制猪肉价格过快上

涨。由承储企业组织储备冻猪肉的投放，

此次投放期为 9 月 7 日至 9 月 30 日，按

低于市场价 10%组织投放 1600 吨，投放

渠道包括 8 字连锁超市、皇上皇门店、学

校、饭堂、酒楼等。

同时， 广州积极强化生猪生产扶持

政策，优化生猪调运政策。严格落实非洲

猪瘟防控期间供穗生猪临时应急财政补

贴预案， 引导生猪经营者到非禁运地区

采购生猪，对经检疫检测合格、向广州市

生猪定点屠宰场供应生猪的经营者，给

予临时应急财政补贴。 积极引导市场主

体多渠道扩大猪肉及相关制品的进口，

增加供应保障能力。具体落实上，根据广

州市生猪屠宰量和猪粮比价等监测指

标，及时研究启动《广州市非洲猪瘟防控

期间供穗生猪临时应急财政补贴预案

（ 暂行）

》， 按每头供穗生猪补贴 30 元的

标准，对相关经营者实施奖励补贴。

据介绍，今年广州将力争完成 40 万

头本地生猪养殖任务， 大力推进本地现

代化生猪养殖发展。 2025 年，“菜篮子”

生猪养殖基地年出栏规模目标不少于

45 万头， 基地数量从化不少于 4 个，花

都不少于 3 个， 增城、 南沙各不少于 2

个。市农业农村局、各区政府负责牵头落

实有关工作， 相关职能部门要做好选址

指导服务、 用地审批、 环保手续办理指

导、财政资金扶持等工作。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钰）

9 月 6 日

晚，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漫画节开幕式暨

第 16 届中国动漫金龙奖颁奖大会于星

海音乐厅举行。为喜迎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 中国美术家协会动漫艺委会联合中

国国际漫画节金龙奖组委会共同举办特

别活动———致敬新中国动漫“70 年 70

人”，以展示成就、致敬经典、传承未来。

“哪吒”获四大奖项创纪录

当晚，有“华语动漫奥斯卡”之称的

金龙奖颁奖，73 个奖项名花有主。 漫画

《镜诰卿年》 一举夺得本届赛事的最高

奖———“中国动漫大奖”。 该作品以真实

历史事件为蓝本， 用清新明亮的画风生

动地展现了五四运动前后青年学子积极

投身反帝反封建、 维护国家利益的辉煌

历史。最佳剧情漫画奖金奖，由展现主角

奋力追梦的《23 秒外》获得，以抗日救国

为主题的《悠悠钟声》获最佳绘本漫画奖

金奖，展现中国新时代新风貌的《美丽中

国》获得最佳插画奖金奖。

票房突破 47 亿、位列中国影史第二

位、年度票房冠军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

童降世》成为本届金龙奖最大赢家，创纪

录地获得最佳动画长片奖金奖、 最佳动

画导演奖、最佳动画编剧奖、最佳动画配

音奖四大奖项，成为金龙奖举办 16 届以

来单届获奖最多的作品。 这也是该影片

上映以来在国内获得的首批殊荣。

《哪吒》制片人之一刘文章上台领奖

之后对媒体笑谈国产动画成功“秘诀”：

好的故事，精良的制作。相信观众会看到

作品的诚意。

最佳短片奖金奖由曾入围奥斯卡最

佳动画短片奖的《冲破天际》获得，最佳

系列动画奖金奖由经典玄幻小说改编动

画《斗罗大陆精英赛》获得。

为发掘与扶持动漫新生力量， 组委

会本届特设了面向在校学生的“学院短

片奖”，最终11部优秀作品获奖。

在金龙奖颁奖大会上获得佳绩的动

漫名家与作品， 将于10月2日至6日在广

州琶洲保利世贸博览中心举行的CICF

中国国际漫画节动漫游戏展上与粉丝们

见面。 本届中国国际漫画节还将在广州

图书馆、广州购书中心、动漫星城、广州

大学城等地设立分会场， 陆续举办金龙

奖主题画展、漫画节在身边、漫画节进校

园、 漫画节大师班等十余项深受业界关

注及广大粉丝喜爱的系列主题活动，丰

富广大市民的假日文化生活。

新中国动漫“

70

年

70

人”发布

致敬新中国动漫“70 年 70 人”名

单，囊括了动画行业与漫画行业的名家。

其中， 动画行业相关的名家包括了中国

动画事业开创者万籁鸣、《葫芦兄弟》导

演胡进庆与周克勤、《黑猫警长》 导演戴

铁郎、《宝莲灯》导演及总监制常光希、金

国平以及《梦里人》系列动画导演李剑平

等。而位列中国影史第二位、年度票房冠

军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导演饺

子也榜上有名。 为纪念刚刚逝世的戴铁

郎导演，现场乐队演奏了动画片《黑猫警

长》主题曲，回忆与音符共同飞起，让观

众深受感动。

作为后起之秀的 90 后中也不乏成

绩斐然的新锐代表，陈安妮创立的“快看

漫画”App 拥有超 2 亿用户，肥志的《如

果历史是一群喵》 微博阅读量超 15 亿，

漫画家、插画师早稻为《千与千寻》等多

部知名电影创作了经典海报。 他们也都

榜上有名。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柳静 ）

9 月 7

日，“新时代民营经济和高质量发展”网

络主题宣传活动来到了广东站。 当天上

午，一场围绕“产业前沿 引领国际”的广

东民营企业座谈会在广州越秀宾馆举

行。

广东是民营经济大省， 民营经济贡

献了广东省 50%以上的 GDP、60%左右

的投资、70%以上的创新成果、80%以上

的新增就业和 95%以上的市场主体。 其

中， 广州市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发展情况

呈现出增长较快、 质量向好及活力增强

的特点。截至今年 6 月末，全市实有登记

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户数均突破

100 万户大关， 分别达到 103.19 万户和

102.58 万户， 合计占全市市场主体的

94.3%。

2019年上半年， 全市民间投资热情

高涨，增速由负转正，同比增长41.3%；民

间投资重新聚焦实体经济，制造业、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民间投资增速提升。

此外， 民营企业加速从传统行业向

高技术含量、 高附加值的先进制造业和

现代服务业跃迁， 全市机器人、 生物医

药、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新材料等

新兴行业90%以上是民营企业。

根据统计，目前353家省级以上企业

技术中心中，70%以上是民营企业，累计

境内外上市民营企业116家，总市值1.21

万亿元。 其中，境内A股上市民营企业62

家，总市值0.59万亿元。 比如，雪松控股

集团位列世界500强第301位， 位居中国

民企500强第16位。方邦电子成为我国科

创板25家首批上市公司之一。 阿里云工

业互联网、 粤芯12英寸芯片制造项目等

一批民营重点项目落地。

习近平就津巴布韦前总统穆加贝逝世

向津总统姆南加古瓦致唁电

广州采取十条措施对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

投放1600吨储备冻猪肉 低于市场价10%

第16届中国动漫金龙奖颁奖，“哪吒”获四大奖项成最大赢家

想看获奖动漫作品 国庆假期琶洲见

“新时代民营经济和高质量发展”网络主题宣传活动走进广东

广州十条保供稳价措施

1.稳定生猪和猪肉供应

2.增加鸡鸭鱼等肉类生产

3.平抑蔬菜、水果价格大幅波动

4.指导和规范服务价格行为

5.做好基本民生保障

6. 做好清费减负和降成本重点工作，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7.暂停一些价格改革项目

8.加强市场监测预警

9.强化市场监管

10.稳定市场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