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一刊号：

ＣＮ４４－００１４

邮发代号：

45-43

封面责编：温金良 封面美编：何建玲 校对：段丁订报及投诉电话：

020-34030418

，

020-81911089

本版责编：阮栩 美编：何建玲 校对：段丁

要闻

2021.7.22��星期四

INFORMATION TIMES

A02

新华社北京

7

月

21

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习近平指出，近日，河南等地持续

遭遇强降雨， 郑州等城市发生严重内

涝，一些河流出现超警水位，个别水库

溃坝，部分铁路停运、航班取消，造成重

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防汛形势十分

严峻。

习近平强调， 当前已进入防汛关

键期， 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把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 身

先士卒、 靠前指挥， 迅速组织力量防

汛救灾， 妥善安置受灾群众， 严防次

生灾害， 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要积极协

助地方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国家防总、

应急管理部、 水利部、 交通运输部要

加强统筹协调， 强化灾害隐患巡查排

险， 加强重要基础设施安全防护， 提

高降雨、 台风、 山洪、 泥石流等预警

预报水平， 加大交通疏导力度， 抓细

抓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

习近平要求，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

要在做好防汛救灾工作的同时， 尽快

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扎实做好受灾群

众帮扶救助和卫生防疫工作，防止因灾

返贫和“大灾之后有大疫”。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 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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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

议和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精神，研

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 市委书记张硕辅

主持。

会议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 精辟概括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

人坚定信念、 践行宗旨、 拼搏奉献、

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 对

于鼓舞和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党的

性质宗旨， 牢记党的初心使命， 不懈

奋斗、 永远奋斗， 具有重大意义。 一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 切实增强在民族复兴伟业中

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的思想自觉、 政

治自觉、 行动自觉， 用苦干实干在新

征程上创造新业绩， 在推动“十四五”

开好局起好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赋予

广东的使命任务中勇当排头兵。 二要自

觉学习弘扬“七一勋章”获得者的高尚

品质和崇高精神， 学习他们坚定信念，

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牢记在心

中、落实在行动上，永远信党爱党为党；

学习他们践行宗旨， 坚持人民立场、人

民至上，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始终保持同人

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学习他们拼搏奉

献，把许党报国、履职尽责作为人生目

标，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

概，勇于担苦担难担重担险；学习他们

廉洁奉公，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清

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永葆共产

党人政治本色， 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

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三要加

强宣传引导，结合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面向基层、面向

一线、面向身边人，大力学习宣传功勋

荣誉获得者及扶贫协作、 疫情防控、基

层治理等各条战线的先进典型，在全社

会形成崇尚先进、 见贤思齐的浓厚氛

围。

广州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牢记党的性质宗旨和初心使命 为推动广州高质量发展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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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

长吕玉刚21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说，教

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以有效支撑三孩

生育政策实施为重要目标， 研究制定、

部署实施第四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进

一步提高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

“到2020年， 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

率已达到85.2%， 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

达到84.7%。” 吕玉刚说， 计划到2025年

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要达到90%以

上， 并进一步提高普惠性幼儿园覆盖

率； 同时， 进一步扩充普惠性学前教

育资源， 充分考虑出生人口的变化和

城镇化进程， 以县

（区 ）

为单位， 科

学布局普惠性幼儿园， 并大力发展公

办园， 完善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管理

机制。

“这两年来， 我们在小区配套幼儿

园的治理上下了很大气力， 回收了2万

多所幼儿园，增加了416万个学位。 ”吕

玉刚表示，教育部将进一步完善这项工

作，同时积极支持民办园提供普惠性服

务，健全城乡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为减轻生育难题背后的教育负担，

20日公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

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

决定》

（下称“决定”）

提出系列措施。 除

了推进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持续

提升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以外，全面开

展课后文体活动、社会实践项目和托管

服务， 推动放学时间与父母下班时间

衔接， 也是降低教育成本着力的重点。

吕玉刚介绍， 截至2021年5月底，

全国共有10.2万所义务教育学校开展了

课后服务， 有6500万名学生参加。 近

期教育部再作部署， 要求“一校一案”

制定课后服务的具体实施方案， 确保

今年秋季开学后实现义务教育学校全

覆盖， 并努力做到有需要的学生全覆

盖。 此外， 教育部要求推行课后服务

“5+2” 模式， 即学校每周5天都要开展

课后服务， 每天至少开展2小时； 对有

特殊需要的孩子， 鼓励学校提供延时

托管服务。

支撑三孩生育政策实施

教育部将制定第四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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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美国

一些官员、媒体炒作“3名武汉病毒研究

所工作人员2019年11月染病”， 称这增

加了病毒可能从“实验室泄漏”的可信

度。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21日

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美方根本拿不出证

据，就是在说谎，借溯源对中国进行妖

魔化和污名化。

“我问美方几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

赵立坚说，“既然美方如此言之凿凿，那

就请美方拿出证据来！ ”

“美方诬称3名武汉病毒研究所工

作人员染病，他们姓甚名谁？ 他们染的

什么病？ ”赵立坚说，“如果是新冠病毒

检测呈阳性，请美方出示检测报告！ ”

“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 美方根本

拿不出证据， 因为美方就是在说谎，就

是借溯源对中国进行妖魔化和污名

化。 ”他说。

赵立坚表示，还想请美方回答几个

问题：

据报道，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研究

发现， 美国5个州的新冠病毒感染证据

在2019年12月就已出现。 美方有何回

应？

据报道， 佛罗里达州171名新冠肺

炎患者出现症状，早于该州首例报告病

例，且都没有中国旅行史。 美方有何说

法？

据报道，新泽西州贝尔维尔市市长

2019年11月就已感染新冠病毒，比美国

报告首例确诊病例早了两个多月。 美方

有何解释？

据报道，2019年7月席卷美国多州

的电子烟肺炎“大白肺”的症状，同新冠

肺炎症状极其相似。 美方能否澄清？

“一提到允许世卫组织调查德特里

克堡以及美国海外200多个生物实验

室，美方就闭嘴。 ”赵立坚最后说，“德特

里克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

外交部批美方借新冠病毒溯源妖魔化污名化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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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白

云区嘉禾街云门商场、 黄石街江夏社

区，调研最小应急处置单元建设工作。

张硕辅强调， 最小应急处置单元

建设是加强基层治理的重要基础性工

作， 也是我市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

创新性举措。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的重要论述精神，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

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 强化应急处置

第一梯队作用， 健全常态化管理和应

急管理动态衔接的基层治理机制， 确

保日常秩序维护得住、 突发事件处置

得好， 不断提升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要突出抓好公

共安全， 结合基础网格科学划分最小

应急处置单元， 配齐配强人民调解、

治安保卫、 公共卫生、 消防救援等工

作力量， 紧盯重点时段、 重点人群、

重点场所， 加强日常值守和巡控检查，

强化最小应急处置单元协同联动， 健

全“一点呼叫、 多点响应” 先期应急

处置模式， 加强应急演练和物资储备

保障， 确保及时掌握社情民意、 发现

隐患苗头、 化解矛盾纠纷、 控制风险

扩大， 坚决筑牢城市安全第一道防线。

要创新基层治理机制， 结合城市更新，

按照保障性租赁住房标准完善城中村

基础设施， 积极探索引导规范化租赁

企业整租运营， 充分发挥物业管理公

司、 业主委员会、 公共卫生委员会等

作用， 引导来穗人员积极参与基层治

理， 不断提高群众自我管理、 自我服

务、 自我教育、 自我监督能力， 增强

他们的获得感、 责任感、 归属感。 要

强化基层智慧治理能力建设， 充分运

用大数据、 云计算、 地理信息系统等

技术， 加快推进智慧社区建设， 深化

“四标四实” 成果应用， 推进智能视频

门禁系统在全市出租屋全覆盖， 推动

“穗好办” “穗智管” 服务管理向基层

延伸， 完善最小应急单元基本信息报

备管理， 不断提高基层治理智能化水

平。 要加强基层治理党的组织体系建

设， 不断扩大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

盖， 以更加严格细致扎实的措施推进

党组织建在应急处置单元上、 单位党

组织和在职党员“双报到”、 所有党员

联系群众“三个全覆盖”， 健全基层党

组织领导的“令行禁止、 有呼必应”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将基层

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

理效能。

市领导潘建国、廉奕、孙太平参加。

张硕辅到白云区调研最小应急处置单元建设工作

强化应急处置第一梯队作用 提升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