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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

严正交涉，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外交部 8 月 5 日宣布采取以下反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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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

众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严重关切和坚

决反对执意窜台，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践

踏一个中国原则，严重威胁台海和平稳

定。 针对佩洛西恶劣挑衅行径，中方决

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对

佩洛西及其直系亲属采取制裁措施。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讯

员 花宣 谢继文 陈琳 张亦弛 ）

近日，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花都

区新雅街团结村龙口-清布安置区

（花

和雅苑）

举行安置房交付仪式。 村民即

将住上舒适漂亮的新房。

据悉，龙口-清布安置区

（花和雅

苑）

住房总建筑面积约 25 万平方米，

共 31 栋住宅楼 2166 套安置房，分别为

30 平方米、40 平方米、50 平方米、65 平

方米、80 平方米、100 平方米 6 种户型。

安置区同步规划了幼儿园、养老院、公

交站、肉菜市场、星光老年之家、商业

网点、 居民健身活动场地等生活配套

设施。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昨日

下午， 广州市2022年户籍家庭公共租

赁住房摇号预分配仪式在广州珠江住

房租赁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举行。 经过

系统摇号， 本批次推出的房源共有

4861套完成预配租。市人大代表、市政

协委员、申请家庭代表、市公证处公证

员等共同见证摇号预分配过程。

本批房源共有7419户家庭

（

2022

年

6

月

10

日前取得公共租赁住房有效

轮候号的轮候对象）

参加了意向登记。

经公示， 最终参加摇号配租的家庭共

7405户

（有

14

户家庭弃权）

。 由于本次

意向登记人数超过推出房源数， 为使

更多家庭获得配租， 根据意向登记和

房源情况，对南悦花苑、石丰花园、珠

江嘉苑、 金御苑等房源点增加1811套

房源推出供应， 供应房源总套数调整

为6282套。

本次公共租赁住房分配按照以下

分配原则的先后顺序， 对具有配租资

格的家庭进行排序并随机配房： 一是

家庭人口与户型对应原则；二是配租

顺序原则 ； 三是多房源点选择原

则；四是楼层分配原则。 经摇号，4861

户家庭取得公共租赁住房预配租资

格。

8月5日~8月9日，广州市住房保障

办将通过广州市住建局官网公示摇号

预分配结果，同时接受投诉举报。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淑仪 通讯

员 杨欣）

近日，教育部、司法部联合印

发《关于实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国际

仲裁）

研究生培养项目的通知》

（以下

简称《通知》）

，在全国范围内选取20所

高校实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国际仲

裁）

研究生培养项目，广东外语外贸大

学

（以下简称“广外”）

名列其中。

据了解， 这是广外继2021年法律

硕士专业学位

（涉外律师）

研究生培

养项目后， 再度承担国家级重要研究

生培养项目， 明年计划首批招20名学

生。

《通知》指出，实施法律硕士专业

学位

（国际仲裁 ）

研究生培养项目，旨

在支持有关高校和仲裁委员会、 律师

事务所等法律实务部门积极探索和创

新涉外法治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完

善涉外仲裁人才培养体系。 本项目

2023年至2025年招生， 合计招收培养

不少于1000人。 根据《通知》中的高校

名单及年度招生安排（2023~2025年），

广外明年首批拟招20名学生

（具体招

生信息以官方发布为准）

。

根据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国际仲

裁）

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培养院校

需要达到五个基本要求，如在国际法、

国际贸易等方面师资力量雄厚、 研究

基础扎实，近3年年均法律硕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招生规模原则上不少于100

人等。据悉，广外具有良好的涉外法治

人才办学基础和办学传统， 已初步建

成贯穿本-硕-博，政府-高校-社会协

同的立体化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

该校相关负责人表示， 学校将充

分挖掘、发挥法学和多语种人才培养、

国际法学术研究等方面的优势， 为促

进国际仲裁人才队伍的成长和发展贡

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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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8

月 8 日是我国第 14 个“全民健身日”。

记者 5 日从国家体育总局获悉， 今年 8

月 8 日前后国家体育总局计划在全国

范围内组织开展“全民健身日”主题活

动 4000 余个。

据介绍，今年的“全民健身日”主题

活动以“贴近群众、方便参与、丰富多

彩、注重实效”为原则。 据不完全统计，8

月 8 日前后全国各地将组织开展主题

活动 4000 余个，覆盖全国 31 个省

（区、

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活动涉及的

运动项目包括球类、跑步健走类、冰雪

类、体能类、棋牌类、武术类、操舞类、民

俗类等，实现全地域覆盖、全项目设置、

全龄化参与。 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中

华全国体育总会群体部将与河北、吉

林、黑龙江、江苏、福建、湖北、广西等省

（区）

共同主办“全国 2022 年‘全民健身

日’主题示范活动”。

在充分发挥品牌赛事活动示范引

领作用的同时，国家体育总局还针对今

年“全民健身日”发布了全民健身系列

公益广告和海报，旨在广泛宣传全民健

身的重要意义， 号召群众积极健身、科

学健身。 此外国家体育总局还计划组织

国家队、省

（区市 ）

队运动员进中小学

校、 进社区开展健身指导服务工作，推

动竞技体育成果全民共享。

为大力弘扬北京冬奥精神，持续推

动冰雪运动普及发展， 巩固和扩大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的成果，

今年“全民健身日” 期间还将开展

“2022 年全国大众欢乐冰雪周” 系列活

动， 包括首都体育馆体育公园正式对

社会开放、 中国冰雪大篷车百场巡回

主题活动等。

另据介绍， 本次“全民健身日”

主题活动依然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 各地计划开展线上活动 100 余

个。“全民健身日”期间，将在“全民健身

线上运动会” 平台陆续上线骑行、跑

步、颠球、铁人三项、滑板、跳绳等项目

活动。

外交部宣布针对佩洛西窜台反制措施

全国20所高校将开展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国际仲裁）研究生培养项目

广外成功入选 明年首批拟招 20人

白云机场三期扩建工程

龙口-清布安置区

安置房交付

广州 4861套户籍家庭公租房完成预配租

2022年“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即将启动

外交部发言人宣布

中方对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实施制裁

一、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

二、取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

三、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

四、暂停中美非法移民遣返合作。

五、暂停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合作。

六、暂停中美打击跨国犯罪合作。

七、暂停中美禁毒合作。

八、暂停中美气候变化商谈。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启明 ）

近

日，广佛大桥

（一期）

又迎来新进展。 目

前项目正在开展主塔部分施工， 预计

年内可封顶，计划2024年建成通车。

在位于荔湾区大坦沙岛上的广州

市第一中学旁，记者看到，在珠江西航

道中央的广佛大桥主墩塔座施工便桥

平台上， 数十米宽的围堰范围内的桥

梁主墩塔座已经初具规模， 与珠江水

面平齐、 深达40米的桩基已经基本完

成混凝土浇筑， 目前正进行最后一仓

混凝土浇筑。 据项目方介绍， 主塔高

100.5米， 目前主塔下塔柱第二仓混凝

土浇筑完成。 后续，广佛大桥主墩桥塔

将在近期转入上部钢结构施工， 预计

今年内即可完成封顶。

根据规划显示，广佛大桥

（一期 ）

工程为东西走向， 西接广佛交界的建

设大道，东至大坦沙岛。 大桥为独塔中

央索面钢-混组合梁斜拉桥，桥上设置

了5米宽的非机动车道。

广佛大桥（一期）主塔

预计年内可封顶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讯

员 岳青）

记者从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

获悉，前天，广东共青团“驿站就业直

通车” 首站停靠全国青年发展型城市

建设试点东莞市。 通过线上直播方式

为应届毕业生推介地方人才政策、推

荐岗位、介绍住房优惠政策，一站式解

决青年就业和住房问题。

今年 8 月起，广东共青团推出“驿

站就业直通车”，以青年人才驿站为阵

地，开展全方位服务，首站来到东莞松

山湖。当天，应届毕业生小李抱着试一

试的心态进入首场直播。 令他惊喜的

是， 这次推荐的岗位质量都很高，“我

一直在找东莞的招聘信息， 这次终于

有机会投简历了。 ”据统计，本场直播

共有 7 家企业提供 82 个岗位，覆盖光

电、化学、生态环保、数据分析、产城融

合等领域。

“各位同学拎包就能入住。 ”直播

间内， 东莞市青年人才驿站负责人介

绍了大学生可享受的各种服务， 包括

免费临时住宿、政策信息推送等。

据悉， 团省委基于各地市发展定

位和实际， 紧密结合毕业季大学生找

工作、找住房的需求，启动该活动。 未

来，“驿站就业直通车”还将走进广州、

深圳、珠海、汕头、佛山、惠州、中山等

城市，不断促进高校应届毕业生“安心

居住，无忧就业”。

广东共青团“驿站就业直通车”开启一站式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