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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TIMES

A02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叶佳茵 黄文浩

通讯员 粤文旅宣）

“五一”长假第四天，

全省各景区依然游人不断，假日旅游市

场气氛欢乐祥和。 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

旅游厅获悉，据初步测算，5月4日，广东

省纳入监测的150家重点景区共接待游

客227.7万人次

（同比增长

355.8%

，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2.95%

， 以下均按可比

口径，下同）

；纳入监测的14段古驿道重

点区域共接待游客38.3万人次

（同比增

长

75.8%

， 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0.73%

）

；纳

入监测的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共接

待游客20.8万人次

（同比增长

269.6%

，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2.2%

）

；纳入监测的71个

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接待17.8万人

次；纳入监测的75个重点公共文化机构

接待13.9万人次。

截至5月4日15:00，4A级以上景区总

预约数为25.1万人次， 其中全省15家5A

景区预约总数为11.9万人次。 前三名景

区分别是广州长隆旅游度假区、惠州西

湖风景名胜区、佛山市顺德区清晖园博

物馆，总预约数排名前三的地市分别是

广州市、佛山市和惠州市。

在5月1日面向公众开放开始试运

行后，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

径信息服务总站昨日正式开放。 该总站

位于广州荔湾珠江白鹅潭畔人民南历

史文化街区西堤，主体为广东省粤港澳

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展览厅， 以图文、

视频等方式全面介绍展示游径的由来，

以及线路、 遗产点和相关的历史信息、

故事，游客通过展览可初步了解大湾区

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特质，并可通过展览

信息的具体指引进一步到各游径点实

地游览、深入了解。 除了展览外，总站同

时还兼具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功能，游客

将来还可了解广东省、大湾区包括广州

等各地的最新文化旅游资讯，在此可休

闲小憩、叹咖啡、赏美景，站内还将继续

补充丰富大湾区内各地的特色文创产

品，游径总站将成为广州老城区内的又

一新打卡点。

全省各地继续丰富文化旅游产品

供给，文化艺术和红色研学等活动丰富

多彩。 珠海市举办音乐史诗《东方红》大

型交响合唱音乐会，唱响《东方红》《井

冈山》《松花江上》《歌唱祖国》等数十首

经典歌曲。 韶关市依托华南教育历史研

学基地，开展“‘学党史·庆五一’———千

名师生走进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活

动。 南雄珠玑古巷·梅关古道景区推出

“踏春寻宝游戏”， 开展沉浸式旅游，在

古驿道旅游中寓教于乐。 梅州市叶剑英

纪念园、三河坝战役纪念园、林风眠故

居等一批红色旅游、名人故居、研学教

育景区景点人头攒动。 2021中国

（东

莞 ）

森林诗歌节、 “莞香杯” 第四届

东莞市诗歌大赛暨第五届莞香花文化

旅游节拉开帷幕。 中山市中山纪念图

书馆举行“阅分享·悦志愿” 青少年阅

读推广志愿服务项目之“学党史 强信

念 跟党走” ———党史学习教育暨纪念

五四运动主题教育。 潮州广济桥上一

步一景一精品， 展出潮州手拉朱泥壶、

潮州木雕、 潮绣、 潮州麦秆剪贴画以

及综合类非遗项目， 吸引了广大游客

前来参观。

假期第四日广东重点景区揽客227.7万

同比增长355.8%，较2019年同期增长2.95%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

伟宗）

日前，广州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

精神，听取我市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汇

报，部署下一步工作。 市委书记张硕辅

主持。

会议强调，一季度全市经济加快恢

复，产业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发展质

量效益持续提升， 为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实现“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奠定了

良好基础。 做好下阶段经济工作，要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思想为指导，全面准确科学研判当

前发展形势，清醒认识面临的困难和问

题，坚定信心、乘势而上，坚持稳中求进

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

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做好

“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要狠抓疫情精准

防控，从严加强人物同防，有序推进疫

苗接种，抢占文旅市场复苏先机，推动

文旅、餐饮、交通等行业加速回暖。 二要

狠抓“链长制”，大力培育若干具有广泛

带动效应的“链主”企业，推进强链稳链

补链工作，打造一批规模实力强、产业

链条完善、 发展空间大的重点产业链。

三要狠抓新动能培育，全力打造新一代

信息技术、智能与新能源汽车、生物医

药与健康等三大新兴支柱产业，加快发

展智能装备与机器人、轨道交通、新能

源与节能环保、 新材料与精细化工、数

字创意等五大新兴优势产业，以实现碳

达峰、 碳中和为契机推动绿色产业发

展，加快专业批发市场转型升级，构建

现代产业体系。 四要狠抓重点项目，加

快“攻城拔寨”重点项目建设和重点经

济功能区产业导入，支持社会力量参与

重点领域建设投资。 五要狠抓营商环

境， 优化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审批流

程，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抓好“四上”企

业培育和入库工作， 做好暖企招商工

作。 六要狠抓民生保障，深入推进“粤菜

师傅”“南粤家政”“广东技工”三项工程

羊城行动，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

展，深化城市更新九项重点工作，打造

宜居宜业宜游城乡环境。 七要加强党对

经济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

（党组）

和领

导干部要提高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水

平，各区要力争上游，加强对经济运行

监测调度， 强化督查督办和跟踪问效，

形成强大工作合力。

广州市委部署经济工作

乘势而上稳中求进 推动广州经济高质量发展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绵钦 通讯员

公新文）

昨日，广州市公安局通报：为贯

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进

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深入推进“放管服”

改革，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广州公安近

期持续调整下放一批重要领域的市级

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依法赋予各区公安

机关就近实施。 为市级行政管理“瘦

身”、为基层社会经济治安管理赋权，推

动加快公安“简政放权强区”的步伐。

调整精简范围涉5种行政管理类别

据悉，广州警方此次调整实施的市

级经济管理权限包括182项市级行政权

力事项

（包含行政许可、其他行政权力、

行政处罚 、行政检查 、行政强制 ）

，通过

取消、删除重复事项等方式压减7项，通

过重心下移、 委托下放方式将175项市

级管理权限调整至就近的区实施。

此次调整实施的市级行政管理事

项超过了广州公安历次整合压减的事

项总和，占全局市级行政权力事项

（

473

项）

38%。 涉及治安、禁毒、剧毒危爆、保

安服务等多个警种和多个公共安全管

理领域，调整靶向集中精确、整合范围

广、衔接实施力度大，对提升广州社会

治安现代化治理能力、转变治理方式提

供了重要依据。

调整实施精准，定位明确

着重优化审批服务效能，促进经济

发展活力。 对涉及民用枪支

（弹药）

、弩

的生产销售使用、 保安服务分公司设

立、自招保安员单位等10项涉企政务服

务事项正式委托区行使审核审批权，进

一步压缩办理时限、 重构业务流程，使

审批更高效，企业办事更快捷。 此外，删

除了“机动车核发检验合格标志

（异地

年审）

”，实施了机动车异地年审业务的

全国通办。

重点加强对影响公共安全重点领域

的事中事后监督管理。 此次集中调整了

165项

（行政处罚

144

项、行政强制

1

项、行

政检查

20

项）

涉及网络安全管理、禁毒管

理、剧毒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保

安服务管理等重点领域行业的监管事

项，为基层监管部门赋权赋能，强化对相

关重点行业企业的“无事不扰、 无处不

在”事中事后监管效能。市级公安主管部

门加强规范管理和监督指导， 重点组织

做好跨区跨部门执法和重大案件查处，

服务保障经济社会的良好运行。

上述调整实施的市级行政权力事

项已全部在“广东政务服务网”上公布。

广州警方调整精简182项市级行政权力事项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讯员

穗商务宣）

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 近日

广州市商务局联合广州市妇女儿童社

会服务中心、广州市标准化协会制定的

《家政服务信用等级评价规范》 正式发

布，包含企业和从业人员两个家政服务

信用等级地方标准。 这两个标准创新采

用动态评分机制， 为家政服务分等评

级，填补了国内家政从业人员信用等级

标准的空白。

广州市商务局自 2020 年起会同市

妇联启动家政“安心服务证”项目，依托

广州市家政服务综合平台，在全省率先

推广实施家政“安心服务证”，对家政从

业人员回炉培训、考核及从业背景核查

验证，合格人员发放“安心服务证”。 家

政服务综合平台对持证人员实行线上

管理，雇主和所属企业通过平台，可实

现家政服务“可追溯、可查询、可评价”。

截至 2021 年 4 月， 全市持“安心服务

证”从业人员已近 2 万人，预计 3 年内

达到 8 万人。

据了解， 《家政服务信用等级评

价规范 第 1 部分： 服务企业》 从企业

实力、 服务能力、 管理能力、 公共信

用报告和综合能力等方面对家政服务

企业的信用作出评价规范； 使用动态

排名进行评分， 对家政服务企业信用

进行即时评价， 将家政服务企业信用

等级划分为 5A、 4A、 3A、 2A、 A 五个

等级。

《家政服务信用等级评价规范 第 2

部分：从业人员》明确了家政服务从业

人员信用等级评价的评价基本要求、信

息登记、家政“安心服务证”申办、评价

内容与指标、评价及管理、失信管理与

失信责任，通过雇主和企业在平台实时

滚动评价综合得分，创新性地实现从业

人员的信用实时评价，将家政从业人员

信用等级划分为五星级、四星级、三星

级、二星级、一星级共五个等级，从业人

员的行业地位和收入将以星级评定挂

钩， 提升从业人员职业信用和职业荣

誉。

广州发布全国首个家政从业人员信用等级地方标准

信用实时评价 从业人员收入与星级评定挂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