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时报讯（记者 陈梦璇）

线上开

设禁毒云课堂、 线下送禁毒知识到家。

在刚刚过去的6月全民禁毒月里， 南沙

区珠江街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开展了

以“远离白色毒魔，拥抱七彩生活”主题

的预防宣传教育系列活动，丰富和提升

了辖区学生、 居民群众和广大职工认

识、辨别、抵御毒品的意识和能力。

“疫情期间，我们通过‘珠江人家’

微信公众号推出线上禁毒知识有奖问

答活动，鼓励群众积极参与答题，火爆

程度不亚于线下活动。 ”珠江街禁毒办

工作人员彭太生介绍， 除了问答活动

外，珠江街还通过播放虎门销烟历史视

频及禁毒课堂《毒品的概念》，以及组织

各部门、各社区观看南沙区禁毒办打造

的“零距离”家长禁毒特色云课堂《禁毒

三人行》， 全面提升街坊居民对毒品的

认识。

为实现毒品预防教育关口前移，珠

江街禁毒办联合珠江派出所将禁毒知

识带进中小学课堂、企业、工地和社区，

通过分发进度漫画图书和宣传手册、上

禁毒教育课、 开展宣讲活动等形式，在

珠江街辖区范围掀起了学习禁毒知识

的热潮，提升广大民众的禁毒意识。

全民禁毒月，珠江街多渠道开展禁毒宣教

“大通道”等电车模型在现场展出。

信息时报记者 徐敏 摄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钰 ）

为庆祝

广州电车通车60周年，昨日，广州博物

馆携手广州公交集团电车有限公司推

出“风雨兼程六十载， 广州电车伴你

行”———“百年电车 广州记忆”展览。

展览主要通过“大通道”“电鲨”等4

台服务于不同时期的电车模型以及图

版展示，让观众多维度、深层次地认识

广州电车的发展历程。 与此同时，被广

州博物馆收藏的“广州最后一辆‘大通

道’”也在养护后重新亮相。 现场，广州

公交集团电车有限公司专业人员带领

大家参观重新亮相的“大通道”无轨电

车。 据悉，“大通道”电车盛行于20世纪

八、九十年代，因车身上顶着两条长辫

子，所以有“大通道孖辫车”这个昵称。

活动现场不少老广表示， 这辆“大通

道” 无轨电车仿佛一下子把时光拉回

到三十年前。馆方介绍说，早在1998年，

电车公司就已经将一辆“大通道”无轨

电车捐赠给广州博物馆收藏，今年初，

电车公司与广州博物馆再次携手，将22

年前入藏广州博物馆的大通道无轨电

车全面修缮。

广州博物馆“百年电车 广州记忆”展览昨日开幕

“大通道孖辫车”时隔30年再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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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考宣）

昨日下午， 广州市民办初中招

生网上填报志愿结束。 市教育局举行民

办初中报名志愿数据备份封存仪式。 数

据备份完成后，公证员对志愿数据封存

的全程进行了公证，宣布志愿数据备份

封存仪式程序合法、结果真实有效。

记者获悉，今年填报民办初中志愿

的适龄儿童共49046人。 据统计，今年广

州共有198所民办初中招生， 总计划是

47940人，其中九年一贯学校直升学生、

教职工子女、业主子女、政策性照顾学

生等已提前录取16962人， 最终剩余

30978个学位。

市教育局提醒，志愿填报工作现已

结束，不能再修改志愿。 根据政策要求，

对于报名人数大于招生计划数的民办

初中，各区教育局将于7月2日组织电脑

派位，家长需留意电脑派位结果。 因各

种原因未能填报志愿或未派中学位且

有需要的适龄儿童，其家长可按当地区

规定参加补录。

记者注意到，多区明确补录以自主

招生方式进行。 第1次补录时间为7月20

日~21日，第2次补录时间为8月25日~26

日。 荔湾区规定，未完成招生计划及注

册报到后有缺口的民办学校，以自主招

生的方式进行补录。 原则上符合本区录

取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均可参加补录。

无寄宿条件的民办学校在学位空余的

情况下，可向区教育局书面提交申请补

录不超过招生总计划40%的市内外区学

生，且承诺逐年递减。 2022年起，无寄宿

条件的民办学校不得跨区招生。

海珠区规定，未完成招生计划的民

办学校由学校自主组织补录，补录须优

先满足本区学生需求。 黄埔区规定，未

完成招生计划的民办学校可按规定时

间补录。 补录不需要在网上报名，家长

带齐相关材料到学校现场报名即可。

会议指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

们着力增强卫生健康治理体系整体效能，优化

医药卫生资源配置， 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推动建立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

网络， 患者就医负担逐步减轻， 人民健康状

况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持续

改善。 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我们的医药

卫生体系经受住了考验， 为打赢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阻击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要坚持把人

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强化大

卫生大健康理念， 把预防为主摆在更加突出

位置。 要梳理各地深化医改情况， 总结好的

经验做法， 加快推进健全分级诊疗制度、 完

善医防协同机制、 深化公立医院改革、 深化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加强医保基金监管、 加

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 完善药品供

应保障体系等重点任务， 完善相关配套支撑

政策， 打好改革组合拳。 要高度重视新一代

信息技术在医药卫生领域的应用， 重塑医药

卫生管理和服务模式， 优化资源配置、 提升

服务效率。 对近期一些地方在疫情防控中出

现的突出问题， 要抓紧从体制机制上想办法、

补漏洞， 坚决防止疫情反弹。

会议强调， 要把抓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以来部署改革任务的落实同完成“十三五”

规划主要目标任务、 决胜脱贫攻坚、 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结合起来， 把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贯通起来， 有针对性地

部署推进关键性改革。 要提前谋划“十四五”

时期改革工作， 更加注重制度和治理体系建

设， 更多解决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 改革创新

最大的活力蕴藏在基层和群众中间， 对待新事

物新做法， 要加强鼓励和引导， 让新生事物健

康成长， 让发展新动能加速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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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靠改革应对变局开拓新局

扭住关键鼓励探索突出实效

广州市民办初中网上填报志愿昨日结束

各区教育局明天开始电脑派位

要全面落实重点防御措施， 提前做好危险区

域人员转移工作， 严格落实防台风“五个百

分百”、 重点区域“五个畅通”、 地质灾害易

发点“四个明确”、 城市易涝点和隧道涵洞

“四个到位”、 地下施工点“四个及时” 等措

施。 要全面提升应急管理效能， 完善应急指

挥协同联动机制， 提高灾害预测预报预警精

准性时效性， 细化工作方案， 抓好防守责任、

调度方案、 抢险物资装备、 抢险队伍、 应急

预案“五个落实”。 要压实工作责任， 严格执

行应急值班值守和领导带班制度， 健全落实

党政领导责任人、 技术负责人、 运行管护责

任人“三本台账”， 强化决策执行和督导检

查， 推动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措施落地落实。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城市安全运行

广州市与南方电网签订

全面深化合作战略框架协议

二要认真对标对表海南自由

贸易港政策，深入查找在制度

创新、营商环境、创新发展等

方面差距， 加大改革创新力

度，在支持、学习、合作中对接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不断创

新国际贸易服务，做大做强融

资租赁等特色金融，扩大与内

陆无水港合作，实现更大尺度

铁海联运， 增强辐射带动功

能。 三要加快重大项目建设，

进一步优化施工组织，扩大作

业面，加快推进南沙港四期码

头、 南沙港铁路等项目建设，

大力发展数字贸易、 保税物

流、跨境电商等服务贸易新业

态，扎实推进精准医学、生命

科学产业发展，深入推进城市

更新九项重点工作，千方百计

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提升南

沙自贸区、 南沙新区建设水

平。 四要全面强化科技创新，

抓紧推进明珠科学园项目建

设， 加快相关大科学装置建

设，积极推进智慧海关、智慧

港口、智慧政府联通，加快提

升城市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五要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 严格落实管党治党主

体责任， 增强干部锐意改革、

敢于担当的精气神， 坚决破

除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营

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

政治生态。

市领导潘建国、 胡洪、林

道平，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

大学常务副校长金力参加相

关活动。

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

推进南沙自贸区改革创新

为广州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

强能源保障。

市领导陈志英、 潘建国、

胡洪、彭高峰，南方电网公司

党组成员、副总经理陈允鹏等

参加。

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加

快建设一流智能电网、巩固深

化电力改革成果、推动能源产

业转型升级、营造优质电力营

商环境、共建美丽清洁新广州

等方面开展合作。

珠江中学学生认真聆听禁毒知识

宣讲。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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