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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

珍）

记者昨日获悉，2022 年广

州艺术季正热演， 今年适逢香

港回归 25 周年，本届广州艺术

季设置“同声·同戏·同心———

庆祝香港回归 25 周年艺术展

演” 版块，11 台优秀演出将分

别以现场演出、云端放映、现场

放映等形式上演。

现场演出方面，7 月 10 日

将上演《饮歌·香港电影金曲视

听交响音乐会》。该音乐会选取

来自《笑傲江湖》《胭脂扣》《倩

女幽魂》《大话西游》《英雄本

色》《上海滩》等 14 部经典电影

的 14 首曲目，珠影乐团将以视

听交响音乐会的形式， 重温香

港经典电影片段， 回望香港电

影的核心精神。

9 月 11 日~12 日，艺术家

杨浩将带来独具个人特色的演

出 《浩浩传奇》。 该演出将舞

蹈剧场与粤语栋笃笑、 普通话

脱口秀等集于一体， 集合了杨

浩对于艺术家身份的批判思

考、 各种突发奇想， 本地文化

和全球化因素， 喜剧和当代

舞， 甚至电影、 卡拉OK和少

林功夫是这部系列节目的亮点

元素。

9 月 17 日，国际著名钢琴

家、指挥家、香港钢琴音乐协会

主席蔡崇力将带来《“吾心吾

爱”钢琴独奏音乐会》。 本次音

乐会蔡崇力除了演奏舒曼和肖

邦的作品，将重现经典曲目《黄

河颂》。

此外， 多场香港艺术家带

来的音乐会、 音乐剧将以云端

放映、现场放映的形式呈现。

2023年广州十件民生实事“海选”启动

市民可通过微信、网络、信函等方式提交意见和建议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穗发宣 粤省情）

实施好

“小切口大变化” 民生实事办理

制度， 是广州市政府关注民生、

保障民生的重要工作。 为更好地

谋划民生实事项目，真正体现群

众所需、所忧、所盼，广州市发展

改革委联合广东省省情调查研

究中心于昨日正式启动2023年

广州市十件民生实事第一轮“海

选”工作，向公众无导向征询意

见。

市民可围绕就业保障、社会

保障、济困扶危、文化教育、公共

卫生和基本医疗、食品和药品安

全、住房保障、环境整治、公共交

通、社会治安等领域，就自己最

关心的民生问题提出意见和建

议。 该轮无导向征集意见的截止

时间为7月6日， 市民可通过微

信、网络、信函等方式提交意见

和建议。 本轮无导向征求意见结

束后，市相关部门将按照广州市

民生实事遴选工作规范，在梳理

市民意见的基础上，结合人大代

表和政协委员相关意见、12345政

务服务热线留言等，形成若干建

议事项，由市民进行第二轮“票

选”。

从2020年起， 广州市十件民

生实事项目实行人大代表“票决

制”，在市民“海选”点餐、形成候

选项目并经过“票选”后，最终在

人大会议上由人大代表投票决

定年度十件民生实事项目。 为鼓

励市民参与2023年广州市十件民

生实事首轮无导向意见征询工

作，承办单位将向通过“广东省

情调查”微信公众号填写意见的

市民随机发放微信奖品。

市民可通过以下方式参与“海选”活动

1.通过广州市政府门户网站“民意征集”栏“2023 年广州市

十件民生实事”留言区进行填写。

2.通过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门户网站“通知公告栏”中《广

州市发改委关于 2023 年市十件民生实事海选征集的公告》下方

评论区留言或关注“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微信公众号在公

告下方直接留言。

3.通过广东省情调研网（www.gdsqfb.org.cn）首页进入“2022

年广州市十件民生实事” 专题区进行填写或关注“广东省情调

查”微信（

公众号：

gdsqzx

）

在专题区进行填写。

4.发送电子邮件至邮箱：nc339@126.com。

5.

通过邮寄信件的方式，邮寄地址：

广州市天河北路 371 号

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 204， 邮编 :510620。 电话 ：020-

36698032。

6.

通过访问网址链接直接填写意见：

手机端：https://sourl.

cn/E2CQuC 电脑：https://sourl.cn/y8ZjRG

2022年快过半了，

市十件民生实事推进落实情况如何？

2022 年广州市十件民生实事经人大票决后，市政府及时做好分工部署，明确

任务目标和相关保障安排，力求项目推进用好专项经费，不断提升做好民生实事

的能力水平。 市人大制定了民生实事项目实施情况监督工作方案，确保项目以实

实在在的工作成效造福于民。 截至 5 月底，市十件民生实事 10 项具体工作任务进

展顺利，2 项工作任务已提前完成二季度工作目标。

实事

1 新增基础教育公办学位，优化教育资源供给，推进教育公平。基础教育

公办学位建设已完成 26045 个，其中学前教育 10275 个、小学 9720 个、初中 6050

个（

含新改扩建、民转公等方式

），“广州共享课堂”的浏览量突破 1 亿人次。

实事

2 加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纳入治理任务的 15 个自然村中，有 11 个村

完成生活污水治理任务，进入收尾阶段。

实事

3 加强网络餐饮安全监管。“食安封签”全市使用量已达 1925.7 万份，提

前完成第三季度目标，检查入网餐饮单位 36946 家，下线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 268

家。

实事

4 扩大自动体外除颤器（AED）配置数量和覆盖范围。 摸查全市 AED 配

置情况，制作了心血管发病热点地图，初步完成《广州市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配置方案》。

实事

5 个人信息超范围采集整治治理。查处广州市存在疑似超范围采集公民

信息 App 运营企业 42 家，其中行政处罚 18 家，限期整改 23 家，自行改正 1 家。

实事

6��提升老年人优待服务水平。 累计制发 6.8 万张新申领老年人优待卡，

实现老年人刷老年人优待卡核验健康码，核验超 4500 万人次。

实事

7 强化失业人员就业精准帮扶。 摸查全市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12.5 万人，

帮助 4.81 万名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帮扶 2.1 万名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

开展失业人员职业技能培训（

含创业培训

）28 场，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举办线上线

下招聘会 561 场次， 全市累计安置就业困难人员 742 人， 发放失业补助金 3.2 亿

元，发放失业保险金 9.69 万人。

实事

8 建设口袋公园。 按照计划任务和工作流程推进，全市各区正在进行征

求公众意见、确认选址、落实项目资金等工作。

实事

9 持续推进“一网通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市农业农村局等 13 个部门

共 419 个事项已纳入线上线下一体化融合办理，“穗好办” 累计在线服务事项达

2600 项，97%的事项可以通过电子证照、电子印章等方式完成办理，实现“零次到

场”“全程网办”。

实事

10 加强对住宅小区物业服务公示检查。 全市 99%的物业小区公布物业

服务信息，100%的物业小区公布业主共有资金信息， 市区住建部门现场检查物业

小区 1584 个，责令改正小区 206 宗，通报（

曝光

）37 宗。

广州艺术季“庆祝香港回归 25周年艺术展演”启动

11台优秀演出将上演

演

出

排

期

现场演出

1.

《饮歌·香港电影金曲视听交响音

乐会》

演出时间

：7 月 10 日

演出地点：

广州大剧院 歌剧厅

2.

多媒体栋笃笑舞蹈剧场 《浩浩传

奇》

演出时间：

9 月 11 日~12 日

演出地点：

广州大剧院 实验剧场

3.

《“吾心吾爱”蔡崇力钢琴独奏音乐

会》

演出时间：

9 月 17 日

演出地点：

广州大剧院 实验剧场

4.

雷动天下现代舞团《我本楚狂人》

演出时间：

10 月 12 日

演出地点：

广州大剧院 歌剧厅

5.

音乐剧《朝暮有情人》

演出时间：

10 月 28 日~29 日

演出地点：

广州大剧院 实验剧场

现场演出

1.

《饮歌·香港电影金曲视听交响音

乐会》

演出时间

：7 月 10 日

演出地点：

广州大剧院 歌剧厅

2.

多媒体栋笃笑舞蹈剧场 《浩浩传

奇》

演出时间：

9 月 11 日~12 日

演出地点：

广州大剧院 实验剧场

3.

《“吾心吾爱”蔡崇力钢琴独奏音乐

会》

演出时间：

9 月 17 日

演出地点：

广州大剧院 实验剧场

4.

雷动天下现代舞团《我本楚狂人》

演出时间：

10 月 12 日

演出地点：

广州大剧院 歌剧厅

5.

音乐剧《朝暮有情人》

演出时间：

10 月 28 日~29 日

演出地点：

广州大剧院 实验剧场

云端放映

1.

美声汇：冰上《冬之旅》

2.

香港弦乐团《云赏美乐》线上音乐会

3.

谊声

X

关之蓝线上音乐荟萃

时间：

6 月 8 日~10 月 29 日

平台：

广州大剧院云剧院、视频号等

现场放映

+

现场工作坊

/

导赏

1.

“生活艺术家·沙一世界” 沙画体验坊

暨 原创沙画及音乐演出《黑鸟石》

演出时间：

7 月 23 日

演出地点：

广州大剧院 实验剧场

2.

《快乐王子》 读书绘本手工坊暨美声汇

音乐剧《第

4

个智者》《快乐王子》

演出时间：

7 月 30 日

演出地点：

广州大剧院 实验剧场

3.

香港弦乐团《弦点生命贝多芬》音乐会

演出时间：

8 月 12 日

演出地点

：广州大剧院 实验剧场

云端放映

1.

美声汇：冰上《冬之旅》

2.

香港弦乐团《云赏美乐》线上音乐会

3.

谊声

X

关之蓝线上音乐荟萃

时间：

6 月 8 日~10 月 29 日

平台：

广州大剧院云剧院、视频号等

现场放映

+

现场工作坊

/

导赏

1.

“生活艺术家·沙一世界” 沙画体验坊

暨 原创沙画及音乐演出《黑鸟石》

演出时间：

7 月 23 日

演出地点：

广州大剧院 实验剧场

2.

《快乐王子》 读书绘本手工坊暨美声汇

音乐剧《第

4

个智者》《快乐王子》

演出时间：

7 月 30 日

演出地点：

广州大剧院 实验剧场

3.

香港弦乐团《弦点生命贝多芬》音乐会

演出时间：

8 月 12 日

演出地点

：广州大剧院 实验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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