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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

新华社西安

9

月

14

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开幕式9月15日20时在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

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全运会相关报道详见

A10

）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开幕式15日晚在西安举行

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据新华社电

商务部副部长任鸿斌

14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 第130届广交会将于下月首次在线

上线下融合举办，展期时间为5天，按16

大类商品设置51个展区。

广交会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促进平

台，被誉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

向标”。 任鸿斌说， 本届广交会线下展

展览面积约40万平方米， 以品牌企业

为参展主体， 着力打造品牌精品展，

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 线上展保持原

有约6万个展位， 继续为2.6万家企业和

全球采购商提供线上贸易合作交流平

台。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储士家介

绍，本届广交会展期虽然由三期缩短为

一期， 但将呈现更加优质的品牌展、精

品展。 线下有7500家企业参展，就规模

而言，仍然是疫情下全世界最大规模的

线下展会。 设品牌展位11700个，占线下

展位总数的61%，2200多家品牌企业参

展，优质企业占比跟历届广交会相比显

著提升。 线上更新上传的展品总量超过

300万件，大量新品上线。

他表示，在本年度广交会出口产品

设计奖评选中， 涌现出大批新技术、新

材料、新工艺、新能源、智能化和绿色环

保的创新产品。 这些新产品反映出中国

制造、中国外贸在向科技创新和“双碳”

目标方向积极转型。

广东省副省长张新说， 这次广交

会还有个重要特点， 就是特别突出国

内国际双循环， 力求通过线上线下、

展会融合、 进出口并重， 为畅通国内

大循环、 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有

力支撑。

第130届广交会将首次线上线下举办

三期缩短为一期，时间为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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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都区花东镇凯通汽车城、白云区人和镇

汉塘村，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交办案件办理工作。 市领导潘建国、

边立明参加。

张硕辅强调， 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坚决落实

中央督察组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把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案件办理作

为重大政治任务，务必按时限、按要求推

进问题整改，确保取得实实在在成效，不

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要

坚持严查快办，按照“案无积卷、事不过

夜”原则，“一案一策”制定整改方案，建

立整改台账，细化责任分工，明确整改时

限， 以精准务实高效的措施推动问题彻

底整改到位。要坚持举一反三，聚焦群众

反映的汽车拆解排污、 施工和土地裸露

导致扬尘等问题，由点到面、全面排查，

对行业存在的突出问题共性问题开展专

项整治，进一步加大联合执法查处力度，

努力取得解决一件、带动一批、治理一片

的效果。要坚持源头治理，找准找实问题

根源，加快构建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

着力解决多部门联合监管中存在的问

题，完善环保基础设施，结合统筹推进城

市更新等九项重点工作， 着力加大低端

工业园区更新改造力度， 实行产业园区

环境保护准入负面清单制， 督促不达标

的企业加快改造升级、搬迁，促进形成绿

色发展方式和生产生活方式。 要强化责

任落实， 市领导要到对口联系区督导案

件办理，市协调联络组、各专项工作组和

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各区要

扛起属地责任，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

监督执纪问责， 对环保违法企业严格追

究相关法律责任， 对失职渎职干部坚决

追责问责，动真碰硬、真改实改推动我市

生态环境品质持续提升。

张硕辅到花都白云督导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交办案件办理工作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讯员

穗商务宣）

记者从广州市商务局获悉，

昨日上午，广州市商务局、海珠区政府

联合举办广州市城市更新高端商贸业

及产业招商政企对接会

（海珠专场）

。 据

悉，未来，海珠区将推动16条城中村进

行改造，预计将释放超1000万平方米的

产业招商面积，为海珠区持续产业引入

及商业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 海珠区将

继续做好政策和服务配套，支持企业在

海珠扎根发展。

去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90.1亿

如今， 海珠区已经实现华丽转身，

构建起以数字经济为引领，以新一代信

息技术、科技服务、高端商贸、现代商贸

会展、 文化旅游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

系。

现代商贸和高端服务方面，集聚世

界500强欧莱雅、国货新秀完美日记、珂

拉琪等十亿+级别的美妆品牌。

“十三五”期间，海珠区主要商业载

体加快布局购物、住宿、娱乐、餐饮等多

元业态， 持续举办各类特色消费活动，

推动商贸业呈现稳步发展态势， 其中

2020年全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990.1亿元，比2016年增加150亿元，年均

增长4.42%；餐饮业营业额年均增长4%。

商业配套设施日趋完善，富力海珠

城、江南新地二期、保利广场、万胜广

场、海珠万达广场等一批商业综合体开

业，推动全区大型商业综合体数量增长

到20个， 面积从2015年的42.7万平方米

增长到2020年的133万平方米。 产业新

业态、经济新增长点不断涌现，海珠区

已成为广州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新风

向标。

记者在会上了解到， 未来， 海珠

区将推动16条城中村进行改造， 预计

将释放超1000万平方米的产业招商面

积， 为海珠区持续产业引入及商业发

展提供广阔的空间。 海珠区将继续做

好政策和服务配套， 支持企业在海珠

扎根发展。

今后5~10年将释放海量空间载体

据介绍，海珠区正大力推动城市更

新，今后5~10年，海珠区将释放大量的

可建设用地、物业载体和创造更多的产

业发展机遇。

同时海珠区正准备出台《海珠区城

市更新项目产业引进工作指导意见》，

同步推进城市更新项目边征拆边建设、

边导入边培育相关产业，对城市更新中

产业引进的门类、导入时间和导入标准

进行规范和指导。 同时出台鼓励发展首

店首发经济的若干措施，加快引进国内

品牌首店企业，全面提升消费能级。

海珠区加速城市更新

将释放超1000万平方米产业招商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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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对外贸易中心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

会， 听取第130届广交会筹备及城市服

务保障工作情况汇报， 部署下一步工

作。

张硕辅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办好广交会的重要指示

精神， 进一步增强政治责任感和使命

感，认真落实中央部署及省委、省政府

工作要求，聚焦“响应迅速、运转高效、

流程优化、信息畅通、保障有力”工作目

标，严格精细高效落实各项服务保障任

务，确保把本届广交会办出特色、办出

影响、办出水平。 一要严丝合缝抓好疫

情防控。 把疫情防控作为第一位的任务

来抓， 继续做好疫情应急处置工作，紧

盯航空、陆路、水运口岸和人物同防“四

个方向”， 全面落实提档升级的常态化

防控措施， 严格规范强化隔离场所管

理，加快推进餐饮、酒店等高风险岗位

人员疫苗接种，加强中高风险地区来穗

抵穗人员的排查管控，从严从细从实落

实参展防疫要求，坚决守住“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坚固防线。 二要严格精细抓

好服务保障。 加强安全保障，完善社会

面整体防控、道路交通、安全保卫等工

作方案和应急预案， 统筹做好防汛防

灾、城市运行、安全生产等工作。 加强环

境营造，做好重要节点、道路、交通枢纽

站点设施升级改造和环境卫生整治、绿

化美化，提升城市环境品质。 加强宣传

推介，围绕建党百年和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等主题，全媒体、全方位展现广东、广

州建设发展成就和美好前景。 加强接待

服务，配合办好首届珠江国际贸易发展

论坛等重要活动，科学设置酒店和展会

内部商务洽谈室等符合疫情防控要求

的设施，确保接待工作安全周到、全面

细致。 三要严密衔接加强组织领导。 加

强与国家、 省有关单位的协同联动，实

行“定人、定岗、定时、定任务、定效果”

岗位责任制，保持各专项工作组高效运

作，强化督促检查，确保信息渠道畅通、

工作精准衔接、任务高效落实。

市领导潘建国、陈志英，中国对外

贸易中心、市有关单位及海珠区负责人

参加。

张硕辅调研第130届广交会城市服务保障工作

严格精细高效落实各项服务保障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