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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国家

主席习近平同尼泊尔总统班达里互致贺

电，热烈庆祝两国建交65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 中尼友谊源

远流长、历久弥新。 建交65年来，两国始

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增强政治互信，

深化互利合作。去年，我和班达里总统实

现互访， 将两国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

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并肩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谱写了中尼友谊新篇章。我高

度重视中尼关系发展， 愿同班达里总统

一道努力，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迈进，

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大福祉， 为地区稳定

和发展贡献积极力量。

班达里在贺电中表示， 尼中友谊源

远流长，基础深厚。 建交以来，两国关系

显著拓展和深化。 尼方欢迎中方提出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积极参与共

建“一带一路”合作。 尼方赞赏中方采取

有效措施遏制新冠肺炎疫情， 衷心感谢

中方为尼抗击疫情提供的宝贵支持。 尼

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 全面落实两国元

首达成的广泛共识， 造福两国和两国人

民。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尼泊尔总

理奥利也互致贺电。 李克强在贺电中说，

今年以来，中尼双方携手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进一步增强两国互信与友谊。 中方愿

同尼方一道， 加强各领域全方位合作，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两国关系不断

迈上新的台阶。 奥利在贺电中表示，建交

以来，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健康向前发

展。尼方感谢中方支持尼方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期待同中方密切合作，实现经济复

苏，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就中尼建交65周年

习近平同尼泊尔总统班达里互致贺电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

伟宗）

昨日，广州市委书记张硕辅，市委

副书记、市长温国辉先后到荔湾区南漖

工业园调研省考东朗断面达标攻坚情

况，到越秀区广州大学桂花岗校区调研

驷马涌流域清污分流工程建设情况，并

召开座谈会，听取全市河长制湖长制工

作情况，部署下一步工作。

张硕辅指出，当前我市治水工作取

得阶段性成效，但黑臭水体治理、防洪

排涝等治水任务依然繁重。 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增强

做好治水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

按照中央决策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

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再

接再厉、攻坚克难，坚决打好碧水保卫

战，扎实做好内涝防治工作，高质量推

进碧道建设，为建设美丽广州打下坚实

基础。 一要推动黑臭水体治理取得更大

成效。 以推进省黑臭水体治理检查反馈

问题整改落实为契机，深入推进断面水

质达标攻坚和排水单元达标攻坚专项

行动，同步推进拆违治违、村级工业园

整治提升和“散乱污”场所治理，加快污

水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国考省考

断面稳定达标、 各项建设任务如期完

成。 二要推动碧道建设取得更大成效。

优化北部山水、中部现代、南部水乡三

片区多节点的广州特色千里碧道格局，

高质量推进精品碧道建设，突出建好流

溪河、阅江路、临江大道等示范段，着力

打造水生态治理样板工程，为全省万里

碧道建设贡献广州经验。 三要推动内涝

防治取得更大成效。 加强近期台风暴雨

内涝防御，加快珠江堤防等基础设施建

设，着眼流域系统治涝，加快编制新一

轮防洪排涝建设方案， 着力构建“蓄、

滞、截、排、挡”多层次立体式防洪排涝

体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

市运行安全。 四要推动形成治水工作强

大合力。 各级河湖长要扛起主体责任，

市河长办要强化统筹协调，有关部门要

密切配合，加强与驻穗单位和周边城市

的沟通协调，严格督导考核，推动各项

工作落地落实。

温国辉强调，要全力攻坚断面水质

全面达标， 强力扫除涉水违法建设，加

快合流渠箱、排水单元达标建设等治污

工程进度， 持续整治黑臭小微水体，加

快推进千里碧道建设，扎实做好河道生

态修复及保护工作。 要加强防汛减灾工

作落实，加快防洪排涝补短板工程设施

建设，不断提升城市本质安全水平。

市领导潘建国、林道平，中铁二十

五局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成，广铁

集团副总经理赵利民等参加。

张硕辅温国辉到荔湾区越秀区调研治水工作

全面做好治水各项工作

为建设美丽广州营造良好水环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讯员

叶婷婷 ）

记者从省退役军人事务局获

悉，“八一”前夕，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

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广东省军区政

治工作局联合发布首届“广东最美退役

军人”先进事迹。 王晓艺(

女

)、卢运柏、卢

涛、丘梅生、朱华权、刘维才、江迪彪、郭

亚兵、唐迎红(

女

)、黄丹等 10 名同志获

评首届“广东最美退役军人”。

除夕夜赴武汉奋战 59天

郭亚兵，男，汉族，中共党员，1963

年 3 月生，1980 年 9 月入伍，2004 年 8

月退役，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感染内

科肝脏肿瘤中心病区主任。

曾作为医疗队长率队赴北京小汤

山医院抗击“非典”、赴青海玉树地震灾

区救灾。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他第一时间请战要求到疫情最严重

的湖北抗击疫情。 作为广东赴武汉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医疗队队长，他带领广东

首批 128 名医务人员，于除夕夜奔赴武

汉，成为最美“逆行者”。 在武汉奋战 59

天，共收治 215 例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

院 146 例， 医疗队员零感染。 曾获军队

和广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3 项。

主动请缨到荆州进行支援

唐迎红，女，汉族，中共党员，1968

年 1 月生，1986 年 9 月入伍，1998 年 12

月退役，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介入导管

室护士长。

1998 年随原广州军区 177 医院集

体转业至今， 长期工作在临床护理一

线，带领团队开拓进取、锐意创新，多次

获得医院“优秀护士长”称号，2003 年获

广东省抗击“非典”个人二等功。 此次再

次主动请缨，参加荆州地区新冠肺炎的

防控工作，带领急危重症专业护士进行

“靶向”精准支援，在疫情重灾区、收治

危重患者最多的洪湖市人民医院重症

病区开展救治工作。

唐迎红承担有创呼吸机辅助通气，

CRRT 治疗，俯卧位通气等高危护理操

作。 配合医疗团队， 累计收治患者 345

例，出院 332 例，成效显著。 除完成护理

管理工作外，担负医疗队队长，承担医

疗队队员的安全防护责任，全体队员安

全“零感染”。 唐迎红积极开展党建工

作，发展预备党员一名，入党积极分子 3

名。 出色完成抗击新冠肺炎救治任务。

复兴香米产业 带动村民脱贫奔康

刘维才，男，汉族，中共党员，1983

年 4 月生，2000 年 11 月入伍，2002 年

12 月退役， 西藏边防部队退伍军人，现

任三饶镇溪西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广东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

为带领村民摆脱贫困奔小康，退伍

后的他凭一己之力成功将当地几近绝

迹的特产“三饶香米”打造成产业。 作为

青年创业“领头雁”：为复兴香米产业，

他带头成立合作社，注册商标、建立网

站、微信公众号，聘请农技专家，针对

“三饶香米”产量低、种植难度大的问题

进行科技攻关，成功地对“三饶香米”进

行改良，提高产量和品质，并开发出香

米酒等一系列新产品，延长了产业链。

经过几年刻苦经营，溪西村“三饶

香米”从无人问津到家喻户晓，从没人

种到争着种， 从为销路发愁到供不应

求，产业逐渐形成规模，年产值达五百

多万元，带动村民百来户。

首届“广东最美退役军人”先进事迹发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通讯员 穗

人社宣）

广州预计下半年将会再为企业

继续减免养老、失业、工伤保险费220多

亿， 这是记者从广州市人社局举办的

“社保惠企、就业暖民”进园区集中政策

宣讲活动中获悉的。 同时，招用就业困

难人员也可享受就业补贴，其中用人单

位吸纳退役1年内的退役军人、 登记失

业半年以上人员、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

就业，可按规定享受1万元/人或5000元/

人的一次性补贴。

据广州市人社局副局长陈敏介绍，

今年2至6月，广州共为55万家企业减免

养老、失业、工伤保险费214.28亿元。 最

近，国家决定延长阶段性减免社保费政

策的执行期限： 中小微企业全免养老、

失业、工伤保险单位缴费政策进一步延

长至今年底；大型企业等其他参保单位

的减半征收政策进一步延长至6月份。

广州市预计下半年将会再为企业继续

减免养老、失业、工伤保险费220多亿。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广州出台了一

系列稳增长、促就业、保民生的政策措

施。 陈敏介绍，在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的

补贴方面，可按实际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给予社会保险补贴、按200元/人/月的标

准给予一般性岗位补贴。 用人单位吸纳

退役1年内的退役军人、 登记失业半年

以上人员、 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就业，

可按规定享受1万元/人或5000元/人的

一次性补贴。 此外，中小微企业招用毕

业2年内高校毕业生就业， 可按规定享

受1000元/人的一次性补贴。小微企业招

用毕业2年内高校毕业生， 可按实际缴

纳的社会保险费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值得一提的是对家政服务企业的

补贴。 据介绍，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可

按其为家政服务从业人员实际缴纳的

社会保险费的50%享受社会保险补贴；

年度内家政服务人员月平均在岗人数

达到30人以上的， 按1000元/人/年给予

吸纳就业补贴。 被评为市级“家政服务

龙头企业”“家政服务诚信示范企业”

的， 可享受30万元、20万元的一次性补

贴。 同时，创业也有补贴，符合条件的人

员创业， 可按规定享受1万元/户的一次

性创业资助、5000元/户/年、 最长3年的

租金补贴、 最高3万元的创业带动就业

补贴。 据介绍，截至6月，广州市城镇新

增就业人数11.97万， 环比上升24.30%，

就业形势总体趋于平稳，为广州加快恢

复经济社会秩序提供了稳定支撑。

广州预计下半年将为企业减负超22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