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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 1 月 18 日给 74 集团军某旅“硬

骨头六连” 全体官兵回信， 勉励他们

牢记强军目标， 传承红色基因， 苦练

打赢本领， 把“硬骨头精神”发扬光大，

把连队建设得更加坚强， 并向官兵们

和他们的家人致以新春祝福。 回信全

文如下：

“硬骨头六连”全体官兵：

你们好！来信收悉。

2004

年，我专程

到连队看望了你们。 得知你们移防后发

扬光荣传统， 取得新的成绩和进步，我

感到很高兴。

基层是部队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

基础。 希望你们牢记强军目标，传承红

色基因 ，苦练打赢本领 ，把 “硬骨头精

神”发扬光大，把连队建设得更加坚强。

春节快要到了，我向你们和你们的

家人，致以诚挚的问候和美好的祝福。

习近平

2020 年 1 月 18 日

“硬骨头六连” 是一支有着光荣传

统的英雄连队。 1964年，该连被国防部

授予“硬骨头六连”荣誉称号。 习近平心

系基层、情系官兵，对“硬骨头六连”一

直十分关心。 2004年，习近平专门出席

连队命名40周年纪念大会，亲切看望连

队。 2014年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时，

习近平接见连队时任指导员，向全连官

兵表示亲切问候。 近日，“硬骨头六连”

全体官兵满怀深情给习主席写信，汇报

他们移防以来工作、 学习等方面情况，

表达牢记习主席嘱托、 发扬光荣传统、

矢志强军打赢的坚定决心。

习近平给“硬骨头六连”全体官兵回信

勉励他们把“硬骨头精神”发扬光大 把连队建设得更加坚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

伟宗）

昨日，广州市委书记张硕辅主持

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省“两会”精神，

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会议指出，一年多来，我们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讲话

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落实中央和

省委省政府各项部署要求，经济社会各

项事业取得新进展，充分彰显了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蕴含的强大政治力量、真理力量、实践

力量。 要继续坚持把“大学习、深调研、

真落实”作为重要工作方法，在经常重

温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中深化

认识，在深入学习中深刻领悟，对照省

委“1+1+9” 工作部署， 持续抓好我市

“1+1+4”工作举措，不断推动学习贯彻

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

会议强调， 要按照省委书记李希同

志在参加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广州代

表团审议讨论时的讲话要求， 深刻认识

“老城市”的内涵，深刻认识“新活力”的

所指所在，深刻认识综合城市功能、城市

文化综合实力、现代服务业、现代化国际

化营商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要

求， 推动广州焕发城市经典魅力和时代

活力。坚持以“双区驱动”为引领，以营商

环境改革为抓手， 更大力度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发挥省市行政资源、基础设施资

源与人才智力资源优势， 全面提升城市

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加快构建现代产业

体系，建设科技创新强市、先进制造业强

市、现代服务业强市、海洋强市、人才强

市，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入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持续在全省当好示范和表率。

持续打造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城市范

例，打响红色文化、岭南文化、海丝文化、

创新文化品牌，建设文化强市。 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保障和改

善民生，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

局，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打造幸福广

州、平安广州、法治广州、美丽广州。 全

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支持和保

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支持

政协按章程履行职能， 充分调动各方面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广州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省“两会”精神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推动广州焕发城市经典魅力和时代活力

张硕辅主持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

伟宗）

昨日，广州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全国、全省农民工工作暨保障

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

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 市委书记

张硕辅主持。

会议对各级各有关部门扎实推进

农民工工作和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

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 强调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民工工作

的重要论述精神，把农民工工作和根治

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政

治任务， 认真落实中央决策及省委部

署，坚决打赢根治欠薪攻坚战，切实维

护好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稳

定。 要深入开展欠薪隐患大排查大化

解，对欠薪问题实施“三查两清零”，加

大恶意欠薪违法行为打击力度，提高劳

动保障监察执法和劳动仲裁办案效能，

对涉及欠薪争议案件做到“快立、快审、

快调、快结”，确保劳动者按时足额拿到

工资回家过年。 要加强就业形势研判，

加大援企稳岗和困难人员救助力度，大

力推进“广东技工”“粤菜师傅”“南粤家

政”羊城行动。 要健全落实《保障农民工

工资支付条例》的体制机制，持续推动

欠薪治理常态化制度化法治化，不断提

升异地务工人员服务管理水平。

广州市委部署农民工工作和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

切实维护好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穗

府信）

昨天上午，受广州市市长温国辉

委托，市政府秘书长陈杰率市有关部门

负责人组成检查组，实地督导检查 2020

年迎春花市安全工作。

检查组先后到位于越秀区西湖路

和海珠区南华中路的迎春花市， 了解

组织筹办情况， 察看花市现场及周边

环境， 检查花市搭建材料及用电、 消

防安全， 就发现的问题提出具体改进

意见。

检查组强调，各区要针对花市期间

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制定安全防范应

急预案，合理布设消防、安保、医疗等值

班点位，科学规划人流线路，确保花市

活动安全有序。 要全面排查花市安全隐

患，重点做好牌楼、棚架等构筑物的安

全评估，加强花市摊档用电用火安全巡

查管控，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在确

保安全的基础上， 要提升花市品质，注

入文化内涵，美化周边环境，擦亮广州

迎春花市品牌。

昨日，市有关部门还对全市其他迎

春花市进行安全督导检查。

市政府开展迎春花市安全督导检查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奚慧颖 通讯员

穗规资宣）

一所综合性医院，还有一所

妇儿医院， 将改变海珠南部医疗资源

“紧张”的局面。 日前，《海珠区妇女儿童

医院项目

（

AH1018

规划管理单元）

控制

性详细规划》在市规委会上获得专家评

审通过。 医院选址在海珠区南部，规划

有门诊楼（51

米

）和住院楼（80

米

）。 院区

紧邻在建的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将来这两家医院可高度协作，还将利用

通廊实现“互联互通”。

为应对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实施，补

齐中心城区妇女儿童医疗服务“短板”，

广州市政府部署要求各区新建一所妇

女儿童医院或改扩建妇幼保健院、儿童

医院。 海珠区已有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

二医院、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南方医

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等医疗资源，但

多位于北部和中部。 海珠区妇女儿童医

院项目地块位于海珠区南部海珠创新

湾区域，西、北邻海珠区儿童公园，东邻

正在实施全面改造的沥

滘

村。 值得注意

的是，地块南边是已经启动建设的中山

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建成后，两院可

通过高度协作， 形成较好的双向转诊，

满足不同层次的医疗服务需求。

海珠区妇女儿童医院项目已列入

区重要民生项目，按照二级甲等专科医

院标准建设。 规划方案对用地布局进行

了优化。 考虑到医院总面积应不低于

30000平方米（

具体建设量根据医院立

项文件确定

）， 可建床位数不少于300

床。 容积率从原来的1.5提高到3.6，建筑

密度不超过30%，绿地率不低于40%，建

筑控高也从30米提高到了80米。

会上披露了海珠区妇儿医院的“设

计图”。 包括1栋52米高的门诊楼、1栋80

米高的住院楼，还有1处500平方米的地

面游园。 考虑到安全防疫的需求，结合

现行规划中海珠儿童公园及少年宫间

15米宽市政道路及地块内设置5米宽防

护绿带， 种植具有隔离防护功能的植

物，提高防疫能力。 设置屋顶绿化及底

层局部架空， 则能够进一步提高绿化

率，增加公共开放空间。

交通方面，海珠区妇儿医院选址毗

邻广州大道南与环城高速，交通可达性

强。 规划配置400个停车泊位，其中的1/

4为新增的社会停车场泊位。 非机动车

泊位900个，救护车泊位3个，装卸货车

泊位3个，临时接送车泊位6个。

规划的交通组织方案还提出，要采

用右进右出控制车流量，优化进出交通

组织，并且与周边交通充分衔接。 内部

交通方面，将在南部设置梯形出入口及

缓冲区，快速导入车流以缓解临时停靠

带来的交通压力。 并分流快速就医、进

出车库及污物三种流线。 地下还将预留

通廊接口，未来与孙逸仙医院实现“互

联互通”。

海珠区妇儿医院未来与孙逸仙纪念医院“互联互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