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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14

日电

1 月 6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美国星巴克

公司董事会名誉主席霍华德·舒尔茨，

鼓励其与星巴克公司为推动中美经贸

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继续发挥积极作

用。

习近平在复信中强调， 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 14 亿中国人民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进

行长期艰苦努力。 中国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将为包

括星巴克等美国企业在内的世界各国

企业在华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

希望星巴克公司为推动中美经贸合作

和两国关系发展作出积极努力。

此前， 舒尔茨致信习近平主席，

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即将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 表达其对中国人民

和中华文化的敬意。

习近平主席复信美国星巴克公司董事会名誉主席霍华德·舒尔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

伟宗）

昨日， 广州市召开疫情防控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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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

彻落实全国、全省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精神，对我市疫情防控工作进行

再部署、再落实。 市委书记张硕辅主持

并讲话。 市委副书记、市长温国辉作部

署。

张硕辅强调，当前境外疫情持续蔓

延，国内疫情呈现多地局部暴发和零星

散发状态，加之春节临近，人员加速流

动聚集， 疫情防控形势更加严峻复杂，

必须高度警觉、严防死守、堵塞漏洞，落

实落细各项防控措施，决不能让来之不

易的防控成果前功尽弃。 一要坚决绷紧

疫情防控这根弦。 坚决克服麻痹思想、

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抓实抓

细“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 各项工作，

确保不出现规模性输入和反弹。 二要

坚决守住疫情防控底线。 严密做好春

节假期前后疫情防控， 加强中高风险

地区来穗返穗人员排查管控， 加强农

村疫情防控， 严控农村地区大型聚餐

聚会活动， 从严落实重大节庆活动防

控措施， 减少不必要出行和人员聚集。

严密做好外防输入工作， 坚持人物同

防、 环境同检， 全面落实好隔离点的

疫情防控措施， 做好进口冷链食品全

面检测、 预防性消毒和全链条监管，

严守“六道” 关口， 最大限度降低疫

情输入风险。 严密做好重点环节疫情

防控， 突出抓好交通场站、 热门景区、

居民社区、 施工工地等人员密集场所

和公共区域疫情防控， 充分发挥城乡

发热门诊、 药店的“哨点” 作用， 抓

紧完成感染高风险人群、 关键岗位职

业人群疫苗接种工作， 加强院感防控，

坚决避免出现交叉感染和医护感染。

严密做好应急准备， 始终确保疫情防

控指挥系统正常运行， 抓好应急演练

和处置， 推动流调溯源工作规范化、

标准化， 组建好工作专班提升大规模

核酸采样和检测能力，发现疫情务必在

最短时间处置控制。 严密做好医疗救

治，提高救治水平，让患者早日康复。 严

密做好个人防护， 继续落实好戴口罩、

勤洗手、少聚集等防控措施。 三要坚决

扛起疫情防控责任。 一以贯之落实“六

方”责任，强化监督检查和执纪问责，确

保各项防控措施落到实处。

温国辉强调，要以更严标准、更高

要求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 引导管控

人员流动，减少人员聚集，降低出行风

险。 严格落实入境旅客闭环管理，加强

对跨境货车司机、国际船舶船员、豁免

隔离人员等的管理。 扎实推进进口冷链

食品全链条闭环管理，完善非冷链物品

防控措施。 落实中高风险地区来穗返穗

人员管理，抓好防院感工作，扎实做好

农村疫情防控工作。 压紧压实各方责

任，健全各级联防联控机制，强化督导

检查，确保守住安全底线。

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各区。 市领导

陈志英、谢晓丹、周亚伟、徐咏虹、潘建

国、王东、林道平、孙太平、黄炯烈，广州

海关关长丁吉豹，黄埔海关关长郑汉龙

参加。

广州市召开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高度警觉严防死守 严密做好春节假期前后疫情防控

张硕辅讲话 温国辉作部署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

伟宗）

昨日， 广州市在白云区大源村召

开村

（社区）

“两委”换届工作现场会。 市

委书记张硕辅讲话。 市委副书记罗冀京

主持。 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廉奕作

部署。 会议视频观摩白云区村

（社区）

“两

委”换届选举工作，听取各区村

（社区 ）

“两委”换届选举工作情况。 会前，张硕辅

到白云区同和街南湖半岛社区、 大源街

大源村调研换届选举和疫情防控工作。

张硕辅强调，村

（社区）

“两委”换届

是我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推动

城乡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基础

性工作。 当前，村

（社区）

“两委”换届选

举工作已到了关键阶段。 各区各有关部

门要一鼓作气、乘势而上，实之又实、细

之又细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确保选好“领

头雁”、配好“贴心人”、传好“接力棒”。 一

要始终抓牢“党的领导”这一核心要求。

自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统领换届选举工作，在确定候选人、

组成选举委员会和推进“一肩挑”上强化

党的领导把关作用， 把坚持和加强党的

全面领导贯穿换届选举全过程各方面各

环节。 二要始终突出“选贤任能”这一鲜

明导向。 牢牢把握换届选举的方向和重

点， 深入细致做好党员群众的宣传发动

和引导，加强难点问题排查研判，确保把

“能干的好人”选出来。 三要始终坚持“依

法依规”这一根本原则。 深入开展政策法

律宣讲，依法依规按政策开展换届选举，

严防各类违法行为， 确保换届选举工作

在法治轨道上健康有序运行。 四要始终

恪守“严肃纪律”这一重要红线。 广泛开

展纪律教育和警示教育，进一步明确“五

个严禁、五个一律”要求，全方位全过程

开展监督，严肃执纪问责，确保换届选举

风清气正。 五要始终确保“平稳有序”这

一基本底线。 时刻绷紧防范化解风险这

根弦，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坚

决做到风险隐患快速化解、 重大突发事

件快速处置、舆情快速有效应对。 六要始

终拧紧“责任落实”这一关键链条。 切实

强化属地责任，压实各区党委主体责任、

区委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 镇

（街）

党

（工）

委书记直接责任人责任，领导小组

各成员单位要加强配合协调， 巡回督导

组要精准指导督导，确保高标准高质量

完成换届工作。

市领导周亚伟、潘建国、卢一先，各

区区委书记、组织部部长和市直有关部

门负责人参加。

张硕辅在全市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现场会上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 压实工作责任

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穗

府信）

前天下午，根据广州市委开展“深

调研”的工作部署，市长温国辉到广州

文化馆、美术馆项目现场，调研公共文

化设施建设工作。

温国辉来到海珠区，察看广州文化

馆、广州美术馆项目的建设现场，详细

了解两个项目规划设计、建设进展等情

况，听取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对项目运营

维护的设想，与相关单位就重点问题进

行了研究。

温国辉指出，高质量推进广州文化

馆、广州美术馆建设，是广州市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重

要论述的具体行动，对广州培育提升文

化中心功能，推动城市文化综合实力出

新出彩具有重要意义。 要在现有规划基

础上，对建筑细节、周边环境设计等作

进一步研究论证、优化提升，打造具有

岭南文化特色的精品工程。 要结合两个

场馆的定位，引入更多创新元素，做精

展示陈列，丰富场馆功能。 要将两个场

馆与周边旅游景点统筹研究，系统谋划

片区业态发展，促进文商旅融合。 要注

重发挥市场作用，探索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的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文化设

施的建设运营。 市、区相关部门要密切

配合， 及时协调解决建设中存在的问

题，做好各方面保障，确保项目顺利推

进。

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徐咏虹

参加活动。

温国辉调研文化馆美术馆建设

打造岭南文化特色精品工程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福 通讯员

穗工信宣）

近日， 记者从广州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获悉，截至 2020 年底，广州累

计建成 5G 基站 4.8 万座

（含室外站、室

内分布系统和共享站点）

， 实现中心城

区和重要区域的 5G 网络覆盖， 在 5G

基站建设数量上全省第一， 全国领先。

2020 年新增 5G 用户约 540 万户，累计

超 640 万户。 截至 2020 年第三季度，我

市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达

1320.8 万个，FTTH/O 端口数达 1229.6

万个，光纤接入用户数达 555.9 万户，移

动宽带用户数达 2767.1 万户，均位居全

省第一。

广州计划到 2023 年，为 5G 网络建

设提供 9 万个站址，前期优先在人流密

集的城镇中心等居民区域建设 5G 基

站，完善 5G 公网，确保社会公众可以尽

快享受到 5G 网络。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积极推动市运营商争取上级公司支持，

加快推动中国广电 700MHz-5G 网络

核心节点

（广州 ）

和 700MHz-5G 基站

建设，目前在越秀、黄埔、番禺等区建成

700MHz-5G 基站约 60 座。

建成4.8万座！ 广州5G基站数全省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