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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TIMES

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粤各类项目评选将对疫情防控专业技术人才予以倾斜

获嘉奖医务人员申报职称可放宽条件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昨日，记

者从广东省人社厅获悉，该厅结合广东

省实际和《关于暂停开展专业技术人才

有关集体活动的通知》有关要求，提出

七条贯彻意见。 据悉，将对疫情防控专

业技术人才予以各类项目评选倾斜、实

施职称激励措施。 据了解，广东省将对

参加疫情防控阻击战获得嘉奖奖励以

上的医务防疫人员，申报副高级或正高

级职称评审时给予激励政策。

国家级专业人员研修名额向湖

北省倾斜

根据意见，各类项目评选将对疫情

防控专业技术人才予以倾斜。 其中，在

2020年度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的遴选推荐，以及各地人社部

门开展的人才项目选拔中，对在一线参

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并发挥积极作用、

做出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人才予以倾

斜。

发挥广东省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

继续教育基地和各级卫生健康行业继

续教育施教机构作用，加大对疫情防控

工作人员培训力度。 在2020年国家级和省

级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高级研

修项目计划中，增设疫情防控和科研项

目选题，研修名额向湖北省予以倾斜。

将防疫科研人员和疫情防控一线

专业技术人才，作为申报人社部杰出专

业技术人才表彰的优先推荐对象。 在

2020年度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新设站遴

选推荐和省博士工作站评审中，加大对

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倾斜力度。 2020

年度省青年优秀科研人才国际培养计

划博士后项目的遴选组织实施，向参加

抗击新冠肺炎并发挥积极作用的博士

博士后以及相关领域重大公共卫生科

研课题倾斜。

疫情防控病历可代替论文评职称

意见明确，对参加疫情防控阻击战

获得嘉奖奖励以上的医务防疫人员，申

报副高级或正高级职称评审时给予激

励政策，对参加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医务

防疫人员适当放宽实践能力考试、基层

工作经历、资历条件、业绩成果及论文

等要求。

鼓励广大专业技术人才积极参与

抗击疫情工作，在2020年卫生、医药、自

然科学研究、交通运输等相关专业职称

评审中， 与疫情防控相关的专利成果、

项目报告、工作总结、病历等成果可替

代论文，疫情防控相关业绩作为有效业

绩，并增加其在评审中的权重。 对获得

嘉奖以上奖励的专业技术人才，可参照

医务防疫人员适当放宽职称申报的学

历、资历条件。

职业资格纸质证书暂缓发放补办

意见称，聚集性活动包括专业技术

人才继续教育线下学习培训、职称集中

评审、职业资格考试报名、证书发放等。

其中，省自行组织的职称申报评审和计

算机应用能力考试全部暂停，2020年上

半年的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按

照国家统一部署开展，暂缓职业资格纸

质证书发放和补办。

与此同时，全省专业技术人才业务

服务项目推行“不见面”的高效便捷服

务。 一方面，博士后进出站服务继续强

化全程网上办理，进出站落户材料统一

通过邮寄快递方式报送，对有申请时限

要求的办理事项，可视疫情情况适当顺

延。 另一方面，发挥专业技术人员省继

续教育管理系统平台作用，为全省专业

技术人才提供继续教育公需科目免费

线上学习服务。

此外，对今年春节前已发布通知的

2020年省青年优秀科研人才国际培养

计划博士后项目， 可适当延长人选选

派、出访、资金支出等执行期限。 对拟进

站的2019年度广东省博士后人才引进

计划海外青年博士后项目入选人员的

进站时限，视疫情情况顺延。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

员 粤交综）

昨日， 在广东珠江口深中

通道项目施工现场， 近 400 名戴着口

罩的工人有序作业， 伴随着机器的轰

鸣声，奏响着交通建设的“复工曲”。 据

悉，为了保如期完成 2020 年公路水路

投资目标任务， 在全力以赴做好疫情

防控的同时， 全省交通运输系统积极

有序推动在建重大项目、 重大工程复

工复产。截至目前，广东省已复工重点

高速工程项目 7 项， 重点水运工程项

目 4 项未停工。

省高速公路：有序推进复工生产

“戴口罩、勤洗手、不聚集……”在

深中通道项目中山驻地， 疫情防控的

宣传标语和视频语音提示随处可见；

门口安保严阵以待， 员工统一佩戴口

罩，进入时逐个接受体温检测及登记。

“深中通道项目严格落实国家及

属地疫情防控工作要求， 做好防控机

制、员工排查、设施物资、内部管理等

四个到位， 有序推施工现场复工生

产。 ”深中通道管理中心主任王

啟

铜表

示，项目已于 2 月 11 日复工，返岗人

员 1500 多人， 无重点疫区人员返岗。

控制性工程已复工建设， 全线将陆续

复工建设，预计 2 月底前全线复工，预

计返工总人数为 6211 人。

截至目前， 省高速公路工程项目

已复工 7 项。其中，深中通道海中桥隧

主体工程、 玉林至湛江高速等项目控

制性工程已复工。 预计至 2 月 20 日，

全省复工开工重点高速项目超过 2000

公里。

南沙港区四期：作业人员不上岸

2 月 14 日，在广州港南沙港区粮

食及通用码头施工现场， 工作人员戴

着口罩、 安全帽子， 身穿反光衣， 熟

练地操作机器推进工程建设， 坚持防

疫、 建设“两手抓、 两手硬”。

据介绍， 广州港集团严格做好人

员出入检查、 测体温工作， 落实“日

报告” 制度， 在做好员工每日健康信

息报送的同时， 严格控制船员上岸，

从源头上杜绝疫情传播。

截至目前， 全省水运工程春节期

间未停工有 4 项： 广州港南沙港区四

期工程、 广州港南沙港区粮食及通用

码头扩建工程、 广州港新沙港区 11

号 12 号通用泊位及驳船泊位工程

和湛江港 30 万吨级航道改扩建工程

等。

其中， 南沙港区四期工程水域疏

浚施工标段采取了“整个班次作业员

工不上岸、 任何人不上船” 等措施，

确保大型船机上的人员不受疫情影

响。

省交通运输厅：确保物资运输畅顺

为保障防疫期间重点物资运输畅

顺， 省交通运输厅积极部署复产复工

工作，推动佛山九江南鲲码头、中外运

码头等复产复工， 及时解决了宝钢湛

江钢铁有限公司 11 艘船舶压港无法

周转、大量产成品厂内滞压等问题，为

广东经济平稳运行做出积极的贡献。

接下来， 省交通运输厅将督促项

目建设、管理单位落实主体责任，指导

在建项目成立疫情防控专班， 编制疫

情防控工作方案、应急预案，细化疫情

防控、 对外联系等管理措施并落实到

位， 推动相关项目在疫情防控和安全

生产的前提下尽快复工复产。 同时，加

快储备项目前期工作推进， 形成建设

一批、审批

（核准 ）

一批，储备一批、谋

划一批的良性循环， 营造全省“十四

五”交通项目建设良好开局。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员

粤市监）

昨日，广东省市场监管局发布

疫情防控期间食品安全消费提醒：单位

内尽可能不集中用餐， 用餐时尽量少交

谈，推荐“考场式”就餐座位。

不订购冷食生食菜品

对于单位订餐，网络订餐或直接上

门打包，要查看网页或门店内餐饮服务

提供者是否持有效《食品经营许可证》；

用餐人数较多的单位尽量从生产、配送

条件较好的许可项目中为“集体用餐配

送单位”的商家订餐。 单位大量订餐不

订购冷食、生食菜品和鸡蛋类炒制菜品。

关于餐食分装配送，餐饮服务提供

者应采取热链供应，餐食加工制作完成

后立即放保温箱、保温袋等储运设施设

备中，餐食配送到时中心温度应在 60℃

以上。 消费者不订购白切鸡、寿司等高

风险菜肴的盒饭； 多选富含纤维素、维

生素的新鲜蔬菜和容易烧熟煮透的肉

类等食材。

不自行加工宰杀活禽

选购食品时，应选择合法、正规渠

道商家购买食品，拒绝流动摊档，不购

买来源不明的食品、 畜禽肉及其制品；

要注意查看食品的感官性状是否良好，

查看食品标签标识中的生产日期、保质

期、 生产厂家名称等信息是否齐全；购

买散装直接入口食品时， 不要直接触

碰，应要求销售者提供符合卫生要求和

标签内容齐全的包装；不购买、不饲养、

不自行加工宰杀活禽和野生动物。

就餐时， 要养成良好个人卫生习

惯，餐前便后勤洗手；单位内尽可能不

集中用餐，交叉错时，保持适当距离；用

餐时尽量少交谈，推荐“考场式”就餐座

位，避免面对面就餐。

省市场监管局发布消费提醒：

不订购白切鸡

推荐“考场式”就餐座位

省7项重点高速公路工程复工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工作“四到位”，确保防疫复产“两不误”

广州港

南沙港区粮

食及通用码

头 ， 工作人

员 坚 持 防

疫 、 建设两

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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