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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赵燕华报
道：广州塔与二沙岛之间将建设
人行连通桥，届时市民游客可通
过人行桥直接步行过江。 12 月
4 日，记者从广州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获悉，广州塔南广场及与珠
江北岸人行连通桥项目桥梁设
计方案公开征集公告正式发布。
公告显示，拟在二沙岛岛尖与广
州塔西侧建设一座横跨珠江的
景观人行桥。目前二沙岛已经有
桥直通海心沙与花城广场。

广州塔南广场及与珠江北
岸人行连通桥项目位于广州新

中轴线核心区花城广场与广州
塔之间，拟建桥位北侧为花城广
场、海心沙、二沙岛，由北至南跨
越珠江，南侧为广州塔、国际媒
体港、广州塔南广场。

设计方案征集范围包括跨
越珠江前航道的人行连通桥主
桥及两岸下地坡道或梯道。本项
目包括一座跨珠江前航道的人
行桥 （主桥桥梁面积约 6800 平
方米 ， 梯道或坡道面积约 5400
平方米）、通航标示及防撞、堤岸
防护及加固、道路恢复、景观照
明等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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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架 岁老飞机为何选择了广州？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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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党政代表团来粤考察交流
共商推动合作发展上新水平

李希胡和平马兴瑞刘国中李玉妹王伟中参加有关活动

广东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本月起———

乘客在高速上不系安全带
不管坐前排后排均罚50元

羊城晚报讯 记者付怡、通
讯员粤交警报道： 从今年 12 月
1 日开始到明年 2 月 29 日，广
东将开展高速公路不系安全带
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一旦发
现乘客在高速公路上未系安全
带， 不管是坐在前排还是后排，
均将对乘客罚款 50 元。

据悉，目前，广东省公安厅
交管局已发文要求各地成立不
系安全带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
组， 结合各地实际细化工作措
施，落实责任，确保整治工作取
得实效；从 12 月 1 日开始，确定
每周五为全省集中整治日，其他
时间各地有序组织开展。

广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车辆在高速公路上
行驶，发生碰撞、紧急制动或者侧
翻，由于未系安全带，导致受重伤
甚至死亡的惨剧时有发生。 研究
表明，驾乘车辆系好安全带，发生

意外时可挽救 40%以上的生命。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中，为加

强司乘人员使用安全带的意识，
各地将通过应用交通广播 、电
视、报纸、双微平台、高德百度地
图和可变情报板等全方位地宣
传“上车不管坐哪排，都要系好安
全带”的要诀，在严查不系安全带
的整治行动期间， 将依托交警执
法站、临时执勤点、出入口、服务
区，布置警力开展集中整治。

广东交警表示，以前，广东
只有部分地市严查后排不系安
全带。 此次行动中，全省各地都
将严查后排不系安全带的违法
行为。一旦发现乘客在高速公路
上未系安全带，不管是坐在前排
还是坐在后排，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将罚
款 50 元； 对驾驶人在高速公路
上行驶时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
的，将罚 200 元、记 2 分。

林克庆任
广东省委常委、省政府党组副书记

羊城晚报讯 记者彭启有、通讯员粤组报道：近日，中央批准：林克
庆同志任广东省委委员、常委。省委批准：林克庆同志任省政府党组副
书记。

羊城晚报讯 记者唐珩摄
影报道：12 月 4 日， 一架身披
神奇“工程狮”涂装的巴西航空
工业公司 E195-E2 喷气商用
飞机 (见右图 )亮相广州白云机
场公务机坪。 这是该架客机今
年全球巡演之旅的一部分。

据悉，E195-E2 是巴航工
业迄今为止所生产的最大一
款商用飞机，同时也是全球最
为高效的单通道喷气飞机。

全球最高效单通道喷气飞机

“工程狮”来了！

羊城晚报讯 记者唐珩摄
影报道：12 月 4 日 16 时 48
分， 一架 1944 年出厂、 有 75
年机龄的 DC-3 老飞机 （注册
号为 N41CQ）降落在广州白云
机场。 这架身着 70 年前“两航
起义”时“中国航空公司”涂装
的飞机从香港飞来， 意在向老
一辈航空人的爱国义举致敬。

1949 年 11 月 9 日， 原中
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中
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率领
2000 多名员工在香港宣布起
义，两公司的 12 架飞机胜利飞
抵北京、天津，回到新中国的怀
抱，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两航起
义”。 这批飞机也成了新中国
民航发展初始机群主体， 当时
的很多飞机运输任务都由这批
飞机承担。

为何这架 DC-3 飞机重走
“两航起义” 之路时不直接从
香港飞往北京？ 据组织者之
一、中国航空学会理事张维介
绍 ，1950 年 8 月 1 日 ，“天
津—汉口—广州 ”开通，是新
中国成立后首开的两条航线
之一，史称“八一”通航，让广
州在中国民航史上写下了重
要一笔。“这也是我们把重走

‘两航起义’ 之路的首站定在
广州的原因。 我们没有必要去
挑战这架 75 岁的老飞机的性
能极限，而是更希望进行文化
和精神的传承。 ”

张维介绍 ， 这架飞机将
于 5 日从广州飞往上海虹桥
机场 ，6 日 再 从 上 海 虹 桥 机
场飞往象征中国民航未来的
北京大兴机场，“我们希望向
大家展示中国民航梦开始的
地方，想把历史飞进未来。 ”

广州新河浦“老洋房”
捧回亚洲都市景观奖

该奖为联合国人居署牵头创设的亚洲景观
营造领域最高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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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条公交新线将开
如有异议可书面提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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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真金白银”支持灵活就业
全面落实
应对风险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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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完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制度
●通过《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草案）》

据新华社电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
厅印发了《2019－2023 年全国党政领
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以下简称 《规划
纲要 》），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
门各单位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规划纲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适应“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的新形势
新任务， 对 2019－2023 年全国各级党
政领导班子建设作出全面规划，是落实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
组织路线、加强新时代党政领导班子建
设的指导性文件。

《规划纲要》对加强党政领导班子建
设提出 5 个方面的主要目标，即理想信念
更加坚定，为民服务、担当尽责意识持续
强化，领导能力、专业素养全面提升，班子
结构不断优化，遵规守纪、廉洁从政自觉
性进一步增强。 同时，明确了“六个坚持”
的基本原则，即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
全过程、各方面，确保领导班子建设正确
方向；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扣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坚
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唯
贤，落实好干部标准，选拔忠诚干净担当
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进入领导班子；坚持

依法依规、全面从严，高标准严要求建班
子管班子；坚持民主集中制，增强领导班
子整体合力；坚持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
精准施策，提高领导班子建设质量。

《规划纲要》强调，各级党委（党组）
要抓好贯彻落实，提高领导班子建设质
量。 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履
行第一责任人职责，把选干部、配班子
作为重要政治责任，履责情况要纳入考
核内容。 班子其他成员要各司其职、各
负其责。 组织（人事）部门要与其他有关
部门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各
项任务顺利完成。

中办印发《2019－2023年全国
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

老飞机舱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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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前，它从香港飞回祖国怀抱，而今
重走“两航起义”之路时却没有直飞北京

这架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的飞机“出生”于 1944 年

救命神器如何“救”在身边？
穗深莞佛加快布设 A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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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塔西侧将建人行桥直通二沙岛
建成后行人可步行过江，目前正公开征集设计方案

心源性猝死病例
频发使自动体外除颤
仪备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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