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

加强和改进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 为推动人大工作开创新局面提供政治保证

对进一步增强民族自信心、 努力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26年来，参与北斗系统研制建

设的全体人员迎难而上、 敢打硬仗、接

续奋斗，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培育了

新时代北斗精神，要传承好、弘扬好。 要

推广北斗系统应用，做好确保系统稳定

运行等后续各项工作，为推动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丁薛祥、许其亮、肖捷、何立峰，以

及李作成参加上述活动。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军队有

关单位负责同志，北斗系统参研参建代

表等参加仪式。

北斗系统是党中央决策实施的国家

重大科技工程。工程自1994年启动，2000

年完成北斗一号系统建设，2012年完成

北斗二号系统建设。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

导航系统全面建成并开通服务， 标志着

工程“三步走”发展战略取得决战决胜，

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拥有全球卫

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目前，全球已有120

余个国家和地区使用北斗系统。

保证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全面推进依

法治市，坚持民主集中制，确保人大工

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三要全面行

使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权。 围绕党中

央重大决策部署、省委“1+1+9”工作部

署及市委“1+1+4”工作举措，以及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加

强和改进立法工作， 增强监督质效，提

高决议决定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

依法做好人事任免工作，引导代表充分

发挥作用， 加强区镇街人大工作和建

设，进一步提高全市人大工作水平。 四

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对人大工作的

领导。 各级党委要切实发挥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健全党委领

导人大工作机制，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

自身建设，营造人大工作良好环境。

温国辉主持会议时要求， 全市各级

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新时代人大工

作的决策部署以及市委人大工作会议精

神上来，全力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 各级

“一府一委两院”要强化宪法和法律意识，

主动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 积极配

合、大力支持人大常委会开展工作，提高

办理人大代表建议质量。各级宣传部门和

新闻媒体要强化舆论宣传， 营造关心、支

持和促进人大工作的良好氛围。

石奇珠在小结讲话时要求，全市各

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把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作为一项长期的政

治任务抓紧抓实抓好，坚持党对人大工

作的领导，紧紧围绕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及省委、市委确定的目标任务，充分发

挥人大职能作用，强化能力建设，推动

新时代广州人大工作迈上新台阶。

会上，天河区委、南沙区黄阁镇党

委、白云区均禾街党工委和越秀、海珠、

从化区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分别作发言，

增城区委、 区人大常委会作书面发言。

会议讨论了市委《关于加强新时代人大

工作的意见》

（稿）

。

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开至各区。 市

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

导同志，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市

局以上有关单位和各区委、区人大常委会

主要负责人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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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叶佳茵）

自“爱

游广州”小程序向广大市民发放广州文

旅惠民消费券以来，每天 14:00 和 20:00

两个时段的抢券活动掀起了全民抢券

热潮，不同面值的文旅消费券甫上架即

被“秒抢”一空。 据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

局此前提供的数据显示，广州文旅惠民

消费券拉动广州文旅市场消费比率接

近 5 倍。

抢券成市民日常热门话题

自从广州文旅惠民消费券推出后，

抢券成为了市民讨论的热门话题。 市民

沈女士告诉记者， 现在同事见面就问

“今天你抢了吗？ ”“今天你抢到了吗？ ”

记者曾于 30 日、31 日下午两点尝试抢

券， 但每次点击 100 通用券、50 通用券

时界面都显示“挤爆了，稍等一下下再

来”，再次刷新时页面显示为“已抢完”。

“目前我中了 2 张券，分别是 50 元

通用券和 100 元通用券，两次都是晚上

8 点抢的。听说前段时间晚上好抢一点，

现在知道的人多了，晚上也很难抢了。 ”

虽然券有效期为 3 个月，但不少市民抢

到券当天就把券用了。“我在广之旅的

商城买了代售的农副产品，55 元/斤的

潮汕牛肉丸 1 斤， 减 50 元后只需付 5

元；104 元/4 盒的越南腰果 4 盒，减 100

元后只需付 4 元！ ”市民沈女士开心地

表示。

商家开启等额补贴促消费

“政府向消费者发放消费券， 成为

进一步刺激消费的有效手段，对旅游业

提振起到了显著效果。 ”岭南控股广之

旅副总裁温前说。 她表示，政府通过这

种“让利于民”的方式，让消费者有动

力，让商家有收益，加快恢复消费市场

的活跃度。

为了吸引消费者，正佳极地海洋世

界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景区特意设置了

消费券票种，在享受惠民券优惠的基础

上，再推出景区等额补贴，即可享 30 抵

60、50 抵 100、100 抵 200 翻倍优惠。 翻

倍优惠后， 门票低至 1 元起。“截至目

前，已有上千名游客使用消费券来景区

消费，伴随着暑期以及景区接待上限放

宽至 50%等利好条件，我们的客流量恢

复了同期的大半。 ”

同样地，南湖国旅为助力文旅尽快

复苏，将于消费券活动期间定期推出爆

款，如 69 元、109 元等特惠系列。 据悉，

这些线路均可使用消费券，也就是说市

民最低 9 元即可享受 1~2 天的跟团游。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佳馨）

文明

是一座城市的内涵，也是一座城市的幸

福底色。 走在天河区林和街的大街小

巷，文明礼让、志愿服务等一幕幕暖心

画面映入眼帘， 市场更加干净整洁了，

城市文明可喜变化随处可见。

天河区林和街成立于 1995 年 12

月， 街道下辖 13 个社区居委会和 1 个

村改制公司，总面积 3.8 万，总人口 9 万

余人。 街道位于广州城市新中轴线的起

点，辖区内有广州火车东站、中信广场、

太古汇购物中心等标志性建筑。 众多的

人口、丰富多彩的标志性建筑，包容大

气、 和而不同的社会风尚， 形成了以

“和”文化为核心的地方人文精神。

公益广告志愿者点亮街头文明

为了大力营造文明城市创建氛围，

林和街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文

明树新风、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文明健

康 有你有我”、市民公约等主题，制作了

一批朗朗上口、内涵丰富公益广告。

为倡导文明出行、减少交通不文明

行为， 林和街组织 55 名公共文明引导

志愿者，每周一至周六，在街道的主要

路口、公交车站等值岗，协助交警和群

防群治队员常态化开展文明交通、环境

卫生、平安联防文明引导志愿服务。 他

们身披红色绥带和志愿者马甲，他们定

时定点在街头开展文明引导服务。 志愿

者们用自己的言行举止传递文明、倡导

礼让，为行人的安全保驾护航，用坚持

和汗水感染市民。

老旧小区微改造升颜值暖民心

加快老旧小区改造，改善民生生活

环境，是推动城市文明程度提升的一剂

良药。 目前，林和街纳入微改造的小区

共有六个， 分别是远洋天河北社区，瘦

狗岭九号大院，华康小区，天河东远洋

小区，天河东小区，润寿小区，其中瘦狗

岭九号大院已完工，远洋天河北社区完

成率 98%，华康小区和润寿小区正在施

工，天河东小区和远洋天河东小区目前

正准备提交方案给相关部门审定。

近年来，林和街老旧小区的升级改

造工程持续推进，部分老旧小区由过去

的“脏乱差”变成了如今的“洁净美”。

“蜕变”后的小区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小

区环境明显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大大增

强。

广州文旅消费券每天上架即被“秒抢”，拉动市场消费比率接近5倍

商家再推等额补贴，门票低至1元起

林和街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这些暖心变化你感受到了吗？

统一思想坚定信心鼓足干劲抓紧工作 奋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突出军事政策制度改革这个重点，统筹

推进各项改革工作，不断解放和发展战

斗力、解放和增强军队活力。 要坚持自

主创新战略基点， 加强基础研究和原

始创新， 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加

快发展战略性、 前沿性、 颠覆性技术，

加快实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重大战

略工程， 不断提高我军建设科技含量。

要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 健全三

位一体军事人才培养体系， 创新军事

人力资源管理， 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

质、 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 延揽各方

面优秀人才投身强军事业。 要更新管

理理念， 提高战略素养， 健全制度机

制， 畅通战略管理链路， 实质性推进

军事管理革命， 提高军事系统运行效

能和国防资源使用效益。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全党全国一盘

棋， 军地合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中央和国家机关、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强化国防意识，认真落实担负的有关

工作，在国防科技创新、国防工程建设、

国防和军队改革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在军人家属随军就业、 子女入学入托、

优抚政策落实和退役军人保障等方面

积极排忧解难。 军队要同中央和国家机

关搞好沟通协调，共同把国防和军队建

设推向前进。

（上接 A02）

争创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

文明在身边 创建齐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