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D开奖公告

3 9 2

（第

2020038

期

3

月

27

日开奖）

“好彩1”开奖公告

26

牛 秋 北

（第

2020033

期

3

月

27

日开奖）

南粤风采36选7开奖公告

（第

2020033

期

3

月

27

日开奖）

16 02 07 10 22 27+26

七星彩开奖公告

（第

20016

期

3

月

27

日开奖）

2 6 6 1 3 1 8

体彩排列3开奖

（第

20037

期

3

月

27

日开奖）

1 2 0

体彩排列5开奖

（第

20037

期

3

月

27

日开奖）

1 2 0 2 7

责编：陈绵钦 美编：梁文珊 校对：叶春晖

要闻

2020.3.28��星期六

INFORMATION TIMES

A07

办理社保医保、公积金、结婚登记、车辆管理……

政务高频事项上“穗好办”办理

信息时报讯（记者 庞泽欣 ）

昨日，

“穗好办”App正式上线。 据悉，“穗好

办”App是一款政府面向全市群众和企

业的移动政务服务平台，市民使用“穗

好办”App即可随时随地办理社保、医

保、公积金、教育、就业、结婚登记、车辆

管理、疫苗接种、医院挂号缴费、不动产

查询、出入境、法律援助等高频服务事

项。还可以通过“穗好办”随时调用身份

证、户口本、驾驶证、电子健康码等常用

电子证照，真正实现民生热点事“一端”

办理。

“一图”查找全市便民服务点

据介绍，市民使用“穗好办”App，

通过简单的刷脸实名认证，完成一次注

册，即办理上述高频服务事项。如，市民

打开“穗好办”在首页点击“社保”，或在

“办事”指下的个人页面找到“社保”即

可按照相应提示流程，随时随地查询社

保卡缴费明细，办理社保卡申领、补换

卡、挂失相关业务。

“穗好办”将全市政务服务大厅、自

助服务机、 街道办事处、 社保网点、公

厕、母婴室、充电桩、停车场等便民服务

点在一张地图汇聚展示， 实现一图查

找、一键导航，市民可随时随地查找身

边服务。如，查找附近的公厕，只要打开

“穗好办”，点击首页“公厕查找”，便可

查看周围所有的公厕，选择最近的公厕

点，点击“到这去”即可推荐最近路线，

一键抵达。

“穗好办”融合广州12345政府服务

热线， 打造高效的政民互动交流平台。

市民打开“穗好办”， 在首页进入

“12345”专题服务，点击“立拍”，即可随

时随地抓拍城市管理问题，参与社会治

理；也可点击“我要投诉”，在线投诉举

报消费维权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政府部

门会及时跟踪处理，也会第一时间将办

理结果推送至市民的“穗好办”用户中

心。

此外，“穗好办”App联合教育部人

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南师范大学心

理应用研究中心，研创了适合学生认知

发展特点与成长需求的“中小学生阅读

优秀图书索引”，按照思想性、权威性、

目标性、科学性、趣味性、经典性、均衡

性的7个选书原则， 从全国已经出版的

近200万种图书中选出适合中小学生阅

读的优秀图书近20万种。市民只要通过

“穗好办”，点击“生活”栏里的“图书”主

体，即可快速查找所想要的图书。 同时

“穗好办” 还汇聚了广州图书馆的电子

图书和数字资源， 市民可在线检索、线

上阅读观看。

企业复工复产精准帮扶

此外，“穗好办”将企业登记、刻制

印章、申领发票、银行开户、就业和参保

登记、公积金缴存登记等六个环节整合

为一个流程， 实现企业开办一网通办;

围绕企业日常经营，第一时间向企业主

动推送最新的权威政策发布和解读，提

供中小企业融资贷款、 公共资源交易、

工程建设全程代办服务，让政府服务通

达每家企业。

值得一提的是， “穗好办” 针对

新冠肺炎疫情对企业复工复产的影响，

融合企业诉求响应平台， 为企业搭建

诉求平台。 企业打开“穗好办”， 点击

“办事” 栏里的“企业办” 页面即可随

时向政府部门反映复工复产过程中遇

到的用工、 融资、 税务、 出口等诸多

方面的问题， 快速获得政府精准帮扶

服务。

本报社常年法律顾问： 广东凌信律师事务所 熊谌宇律师 电话：

020-38262566

会议强调，要加快释放国内市场需

求，在防控措施到位前提下，要有序推

动各类商场、市场复工复市，生活服务

业正常经营。 要扩大居民消费，合理增

加公共消费，启动实体商店消费，保持

线上新型消费热度不减。 要加强国际经

贸合作， 加快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建

设，保障国际货运畅通。

会议指出，要抓好农业生产和重要

副食品保供稳价， 抓紧组织好春管春

播，加快把支农政策措施落实到田间地

头，加强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和气象灾害

防范。 要继续抓好生猪产能恢复，解决

好畜牧水产养殖面临的困难。 要加大脱

贫攻坚项目开工复工进度，帮助贫困劳

动力尽快返岗就业，对因疫情返贫致贫

人员及时落实帮扶措施。

会议强调，要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

提下，支持湖北有序复工复产。 要加强

对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制定专项

支持政策，帮助湖北解决财政、融资、供

应链等实际困难， 支持湖北做好援企、

稳岗、促就业、保民生等工作。

会议对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和专项

巡视“回头看” 工作给予肯定。 会议

认为，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 2019 年脱贫攻坚年度

减贫任务全面完成， 省级党委和政府

责任进一步压实， 深度贫困地区攻坚

成效明显， “两不愁三保障” 突出问

题总体解决， 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

就。 实践证明， 党中央关于脱贫攻坚

决策部署是正确的， 精准脱贫方略是

符合实际的， 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

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

优势。

会议指出，从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和

专项巡视“回头看”情况看，脱贫攻坚面

临的任务依然艰巨复杂，剩下都是最难

啃的“硬骨头”，巩固脱贫成果的任务非

常繁重，局部地方、有的方面还有薄弱

环节和工作不足，新冠肺炎疫情带来新

的困难和挑战，夺取脱贫攻坚全面胜利

要付出更加艰苦的努力。 各地区各部门

要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保持定

力耐力，防止松懈、厌战思想，发扬连续

作战的优良作风，坚持目标标准、坚持

精准方略、坚持从严从实，保持脱贫攻

坚政策总体稳定， 继续加大投入力度、

工作力度、帮扶力度，全面查缺补漏，加

快补齐短板弱项，巩固脱贫成果，坚决

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

会议强调，脱贫攻坚已经进入决战

倒计时，必须提高政治站位，较真碰硬

狠抓工作落实。 要强化政治担当，压实

整改主体责任，党委（党组）领导班子特

别是书记要以上率下亲自抓，把脱贫攻

坚成效考核发现的问题和专项巡视“回

头看”指出的问题、“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 主题教育检视出的问题等统筹起

来，把问题整改和脱贫攻坚日常工作结

合起来，一体整改落实到位。 要强化日

常监督，盯住整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问题不放，严肃查处不担当不作为乱作

为、 搞数字脱贫和虚假脱贫等问题，把

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穿脱贫攻坚全过

程。 要强化组织保障，深入推进抓党建

促脱贫，全面提升贫困地区基层党组织

作用，注重在脱贫攻坚一线考察、识别

干部。 要强化成果综合运用，举一反三

促进工作，结合考核、巡视发现的共性

问题，完善工作机制，增强工作合力，研

究做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十

四五”规划衔接。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加快推进白云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大科

学装置以及教育、医疗卫生、就业、养老

等项目建设。 着力高效率推动一批重点

工作，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大力培育

经济发展新动能，深入推进城市更新九

项重点工作，科学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

水平，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 着力高品

质优化一批营商环境指标，推进政务服

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

真正做到实战中管用、 基层干部爱用、

群众感到受用。 既要善于运用现代化科

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

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

城市的品质品牌，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着力高标准办好

一批重大活动，扎实做好庆祝经济特区

建立 40 周年、广交会、中国广州国际投

资年会等重大活动的筹备工作。

会议强调，要加快建立同疫情防控

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在统筹兼

顾上再深入。 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

严格实行“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体防

控策略，把防控境外疫情输入作为重中

之重，竭尽全力救治患者，绝不让来之

不易的疫情防控持续向好的态势发生

逆转。 毫不放松抓好复产达产，加快政

策落实，突出解决问题，推动产业链上

下游全面恢复产能，力争把疫情造成的

损失降到最低。 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稳

定，依法依规解决涉疫情纠纷，全力抓

好安全生产等工作， 强化舆论宣传引

导，更好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

会议强调，要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广州落

地生根、开花结果，在落实落细上再深

入。 坚持领导带头不畏难、坚守初心不

动摇、改革创新不停步、磨砺作风不放

松、责任落实不懈怠，实行清单化、项目

化管理，健全“立账、对账、结账、销账”

制度，高质量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

和党中央战略部署，坚决夺取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会上，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建华，

市政协主席刘悦伦， 市领导石奇珠、罗

冀京、陈志英、王世彤、谢晓丹、周亚伟、

徐咏虹、刘连生、潘建国、卢一先、蔡朝

林、杨江华、王东、黎明、林道平分别发

言。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构建同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 推动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

（上接

A02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讯

员 李莉 陈嘉伟）

昨日，广州市南沙区

与佛山市南海区签署为期五年的《推

进协同创新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下称《协议》），双方依托南沙自贸试

验区和南海产业强区等互补优势，在

广佛极点内率先助推自贸区制度创

新和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打造区域内

市场高水平互联互通、各类要素资源

高效便捷流动、人民生活更加便利的

开放型区域协同创新发展共同体。

按照《协议》，两区将共建协同创

新示范区、平台经济合作先导区和社

会服务共享区， 其中包括制度创新、

同城化信用体系、加强两地优势产业

联动等 12 项具体合作内容。 为推动

两区协同创新合作深度落地，此次合

作将把大沥作为南沙自贸试验区和

南海区跨区合作、自贸试验区政策延

伸的先导区，以此充分发挥两区资源

优势、优化区域功能板块。

广州南沙与佛山南海签署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共建协同创新发展示范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