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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崔小

远 通讯员 余丽颖 殷寿柏 ）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仍

在持续，应急物资的快速流

转无疑十分关键。 记者获

悉，为保障疫情防控物资高

效通关，南沙海关连日来持

续为紧急物资开通绿色通道，同时依托

通关一体化举措，支持由境外捐赠至湖

北的疫情防控物资快速报关。

截至 2 月 11 日， 南沙海关已累计

监管 12 批次疫情防控物资，含捐赠类 7

批，涉及耳温枪、口罩、手套、防护服等

多种物资。

2 月 8 日， 南沙海关快速为一批包

括 20 万双手套、6.3 万个口罩在内的疫

情防控物资办理报关手续。 该批物资由

境外定向捐赠给湖北的慈善机构，在南

沙口岸申报， 从广州白云机场通关，南

沙海关会同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提前对

接相关慈善机构和报关企业，保障疫情

防控物资“零延时”通关。“南沙海关提

前联系我们审核报关资料，这批货物报

关后不到十分钟就放行了。 ”广州中远

海运航空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沈玉婵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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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诗敏 通讯员 云宣 肖

惠津）

送菜上门、 每日电

话慰问……近日，记者从

白云区民政局获悉，为做

好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

工作，自 1 月 24 日起，白

云区辖内 34 家养老福利机构全员在

岗，24 小时轮流值班，把好疫情防控关。

同时，22 个镇街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将原

有的大配餐服务， 转变成送食材服务，

织密服务网，共同为全区特殊困难老人

群体筑牢疫情防线。

卢姨是白云区同德街孤寡独居长

者，平时都是到长者饭堂去用餐。 近日，

社工通过电话回访得知卢姨行动不便，

家中的食材已所剩无几，于是一次性为

她购买了几天的食材，并联系社区医生

上门为她检查身体，解决了卢姨的燃眉

之急。

在刚刚过去的元宵佳节，同德街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社工为辖内独居老人

送上了一份大礼包，内含汤圆、蔬果等

日常生活食材。 该中心主任黄国聪介

绍， 同德街长者饭堂日均服务近 200

人，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应

在大年初七开放的大配餐服务暂未开

放，这意味着不少老人必须自己动手解

决一日三餐。

据介绍， 该中心集中社工力量，对

有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隔日进行电话

关心或微信慰问。 每日主动对辖内独

居、残疾、低保等特殊困难的老年人进

行电话慰问，对需要食材购买服务的老

人免费配送，大配餐服务转变成送食材

服务。 如遇有行动不便或无口罩的老人

家，主动为他们送菜或送口罩上门。

与此同时，养老福利机构一线工作

者 24 小时待命， 严把疫情防控关。 据

悉，自 1 月 24 日以来，白云区各养老福

利机构全员在岗，24 小时轮流值班，每

天消毒房间，严格落实每日暗访检查制

度，把好防控关，做到早发现、早隔离、

早治疗。

同时， 在机构内设立隔离观察区，

加强工作人员及入住老人排查和疫情

监测工作，暂停院内集体活动和集中就

餐等聚集性活动。 主动劝导老人、残疾

人家属尽量不要到院探访，严格做好登

记核查、体温监测等工作。 目前，已全面

完成各养老福利机构检查指导工作，以

及全部 5500 余名老年人、1900 余名工

作人员的摸查工作，至今未发现有疑似

或确诊病例。

白云区民政局为老年群体筑牢疫情防线

24小时值班 免费送食材到家

群防群控 基层在行动

黄埔

会议指出，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

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市场

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按照系统集

成、协同高效的要求纵深推进，在精准

实施、精准落实上下足功夫，在关键性

基础性重大改革上突破创新。

会议强调，要坚持公平统一、权责

一致、循序渐进，推动养老保险全国统

筹制度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全面建成覆

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

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要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产权激励，赋予科

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

用权，健全决策机制，规范操作流程，探

索形成赋权形式、成果评价、收益分配

等方面制度。 要坚持试点先行，坚持优

化协同高效，改革事业单位机构设置和

职能配置， 探索实行政事权限清单、机

构编制职能规定、章程管理等制度。 建

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党中央立足党

和国家事业全局作出的重要部署，要精

益求精、注重科学、讲求质量，切实提高

服务决策的能力水平。

会议指出，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支撑，要以整体优化、协同融

合为导向，统筹存量和增量、传统和新

型基础设施发展，打造集约高效、经济

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

础设施体系。 要分类放宽服务业准入限

制，构建监管体系，深化重点领域改革，

健全风险防控机制， 完善相关法律法

规，提升供给质量和效率。

会议强调，2019年， 面对错综复杂的

国内外风险挑战，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把准脉搏、

扭住重点、有的放矢，立足党和国家工作

大局谋划推进改革，继续在重要领域和关

键环节推出重大改革方案，完成深化党和

国家机构改革， 抓好改革部署落实落地，

指导地方有序开展改革试点并及时总结

推广，加强和改进改革宣传工作，一体推

进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重要举措，全

面深化改革迈出重要步伐。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

三五”规划收官之年。 要坚持问题导向，

继续推出一批重要改革方案。 要坚持目

标导向，推进改革系统集成、协同高效，

牢牢抓住制度建设这条主线，体现针对

性、操作性、实效性，把落实党中央要

求、满足实践需要、符合基层期盼统一

起来，把解决问题、务实管用、简便易行

统一起来。 要坚持结果导向，聚焦重点、

紧盯实效，开展重要领域改革进展情况

评估检查，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一

个领域一个领域盯住抓落实。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出

席会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

同志列席会议。

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当前特别要做好医疗物资和生活必需

品双保障，加大援企稳岗力度，积极扩

内需稳外需，为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

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打牢基础。 四

要坚持全国全省“一盘棋”，全力完成好

支援武汉和荆州政治任务。 按照省的部

署统筹调配医务人员，强化医疗防护物

资筹集供应，更多关心关爱医疗队员工

作生活， 以实际行动体现广州担当、作

出广州贡献。 五要坚持加强党的领导，

为疫情防控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市领导

牵头到各区检查督导，层层压实五级防

控责任体系，发挥好各级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及工青妇

积极作用，严格监督执纪问责，做到“令

行禁止、有呼必应”。 对防控中暴露出的

社会治理问题立行立改， 及时总结归

纳，把防控中的有效举措转化为常态化

长效化社会管理措施，推动城市治理上

台阶。

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部署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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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吴瑕）

面对疫情，大批民营企业积极

加入到抗击疫情的战斗中来。

他们捐钱捐物，组织人员加班

加点生产紧缺物资，全力支持

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

日前，广州新桥恩化工公司在积极

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自发向广州黄埔

区慈善基金、广州石化、黄埔街道办事

处、中黄国际小学、广州天经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黄埔区黄埔派出所捐赠医用

物资消毒剂———漂粉精共 5.8 吨，用实

际行动驰援防疫阻击战。该企业负责人

称，“疫情当前， 捐赠物资防控疫情，是

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同心同向、共抗

疫情，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践行社会

责任和企业担当， 在无情的疫情面前，

希望能传递爱心和暖意，尽己所能为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

社工上门为独居老人送食材。

信息时报记者 郭柯堂 摄

南沙海关关

员监管即将出南

沙保税港区的仓

储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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