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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智汛 黄颖瑶

朱敏炫）

昨日， 以“绚丽新开 盛夏绽

放”为主题的新开花谷花卉交易平台启

动仪式暨花卉信息港剪彩、青年创业计

划启动仪式在广州从化新开花谷举办。

活动当天，新开花谷当天正式启用花卉

交易平台及花园中心、花卉信息港等线

下配套，新华网(

广东

)全媒体人才培训

实践基地正式挂牌落户，“新开花谷青

年创业计划”和首期直播培训公开课在

当天同步启动，往“打造华南最大的花

卉交易平台”的目标再次迈步。

据了解，现代花卉电子交易平台作

为新开花谷自主研发整合的电商平台，

将通过“电商+订单化”和“互联网+物

流服务”的 B2B 运营模式，可汇集花卉

全品类产品交易和全国花卉生产种植

供应商、花卉销售商资源，可为花卉采

购商提供各品类花材、园艺的全品类一

站式采购、花卉园艺产品价格查询和数

据分析等服务。

新开花谷运营方负责人周桂清介

绍，在花卉电子交易平台和花卉信息港

的基础上，新开花谷将自建冷链物流配

送服务体系， 订单现采后直发全国，减

少花卉流通中间环节，点对点配送保证

时效可控、 成本可控， 当日 24 点前下

单，次日 7 点前到店；并可实现一件代

发，满足 to B、to C 端需求。 本次新开

花谷线上线下同步启动的新产业平台，

目的在与打通渠道、协同发展，有效带

动从化花卉产业转型升级，助推国家级

花卉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注入新动能。

活动当天，新华网

（广东）

全媒体人

才培训基地在新开花谷正式授权揭牌，

以后，新华网

（广东）

将围绕直播行业人

才培养，主播职业能力和素养提升等方

向，建立主播人才培养体系。此外，新开

花谷特别推出“青年创业计划”， 从店

面、货源、物流、销售及培训服务五大方

面提供一站式支持，积极为毕业生搭建

就业创业平台，全力支持创业青年打造

自己的花艺品牌。

“我已经报名参加直播领域专业培

训， 希望通过专业的培训来提升自己，

现在家门口就能实现这个愿望。 ”来自

从化大夫田村的青年创业者梁穗芳说。

新华社北京

8

月

8

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8日向越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阮富仲致唁电，对原越共

中央总书记黎可漂逝世表示沉痛哀悼。

全文如下：

惊悉原越共中央总书记黎可漂同志

不幸逝世， 我代表中国共产党、 中国政

府、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你

并通过你向越南共产党、越南政府、越南

人民， 对黎可漂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哀

悼，向黎可漂同志家属致以诚挚慰问。

黎可漂同志是越南党和国家老一辈

杰出领导人， 带领越南人民在越南社会

主义建设和革新事业中取得了巨大成

就。 黎可漂同志也是中国党和人民的亲

密同志和朋友，为推动构建“长期稳定、

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中越

关系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中方高度重视巩固和发扬中越传统友

谊，愿同越方一道，增进政治互信，加强团结

合作，推动中越两党两国关系和各自社会主

义事业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 我相信，在

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越共中央坚强领导

下，越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取得新成就。

习近平就原越共中央总书记黎可漂逝世

向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阮富仲致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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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港澳

事务办公室8月8日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

美国政府宣布对多位中国政府涉港机构

负责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官员实施所谓

制裁， 表示任何恫吓和威胁都丝毫不能

动摇我们维护国家安全的意志。

声明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香港

维护国家安全法， 堵塞有关法律漏洞，针

对的是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和活动，维护的是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

完整以及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 完全正

当，天经地义。有关立法不影响香港高度

自治， 不影响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权利

和自由， 不影响外国投资者在香港的合

法权益。 美方对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竭

力抹黑攻击，并出台有关涉港法案，是颠

倒黑白，混淆是非，做贼心虚，倒打一耙。

此次公布针对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和香港

特别行政区多位官员的所谓制裁名单，更

是赤裸裸的霸权主义行径，是对国际法和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粗暴践踏， 蛮横、无

理、无耻，必将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声明表示，事实充分证明，美方正是

“一国两制”实践和香港繁荣稳定的干扰

者、搅局者和破坏者。中国人民向来不惧

怕任何外部势力的制裁、恐吓和威胁。美

方不要打错了算盘。 我们严格实施香港

维护国家安全法、 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的决心坚如磐石，不可撼动；我们全面

准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方针的决心坚如磐石， 不可撼

动；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等外部势力干预

香港事务、 不允许美国等任何外部势力

利用香港对中国进行渗透和颠覆活动的

决心坚如磐石，不可撼动。美方的任何恫

吓和威胁都注定破产，并将自食其果。

国务院港澳办强烈谴责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涉港机构负责人和香港特区官员实施所谓制裁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

伟宗）

日前， 广州市委书记张硕辅主持

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传达学习全国公安机关“坚持政治建

警全面从严治警” 教育整顿部署会议精

神和司法部对广州司法行政工作要求，

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全市公安机关

和司法系统工作成效， 强调要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贯彻落实党在新时代建警治警方针，

全面提高依法治市水平， 为夺取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提供更有力

法治保障。一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持

政治统领、党建引领，服务全市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打造一支党和人民信得过、靠

得住、 能放心的公安铁军、 司法行政铁

军，把广州建设成为最安全稳定、最公平

公正、法治环境最好的国际大都市。二要

切实抓好公安机关教育整顿。 强化目标

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加强思想政

治、 纪律作风、 能力素质和制度机制建

设， 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

领导，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开展全

警实战大练兵，落实各项干部监督制度，

不断增强公安队伍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

力。三要切实推进依法治市工作。认真总

结推广经验，坚持法治广州、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一体推进，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

法典，充分发挥南沙法治政府示范创建单

位带动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法治化营

商环境，推动律师、公证、司法鉴定、仲裁

等法律服务业创新发展，完善多元化解矛

盾纠纷体系， 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州、

平安广州。 四要切实强化组织保障。 严格

落实各级党委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一把手”第一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

一级抓一级、层层压实责任，加强改革创

新和监督执纪，推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广州市委部署公安机关教育整顿和司法行政工作

推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州平安广州

广州从化搭建花卉产业“上云”新轨道

服务青年花艺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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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

民共和国契税法

（草案）

》8 日二次提请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拟对法定继

承人继承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草案对免征契税的情形增加了规

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之间变更土

地、房屋权属，法定继承人通过继承承

受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成交价格作为计税依据，草案明确

其具体内容：契税的计税依据，土地使

用权出让、出售，房屋买卖，为土地、房

屋权属转移合同确定的成交价格，包括

应交付的货币以及实物、其他经济利益

对应的价款。

此外，草案增加税务机关对契税纳

税人个人信息予以保密的规定。

契税法草案拟对法定继承人

继承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福）

近日，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公布 7 月份广州市

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数据显示，7 月份

广州环境空气综合指数 2.63，同比下降

11.1%，空气质量有所好转；空气质量指

数类别分别为：优 16 天、良 11 天，轻度

污染 3 天，中度污染 1 天，未出现重度

以上污染 ， 超标污染物均为臭氧 。

PM2.5 平均浓度为 12 微克/立方米，同

比下降 36.8%； 臭氧

（第

90

百分位浓

度，下同）

浓度为 166 微克/立方米，同

比上升 27.7%。

按照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排名，

前三位为南沙、番禺、越秀区，后三位为

花都、白云、黄埔区；空气质量改善排名

前三位为南沙、荔湾、越秀区，后三位为

从化、花都、增城区。PM2.5 平均浓度在

8～14 微克/立方米之间，均达标。 与去

年同比， 各区均下降， 降幅在 13.3%～

47.6%之间，其中黄埔、南沙、越秀、天河

区降幅较大。 臭氧浓度在 120～188 微

克/立方米之间。与去年同比，各区均上

升， 升幅在 5.3%～48.1%之间， 其中黄

埔、从化、花都区升幅较大。

7月广州PM2.5浓度同比下降3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