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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今日天下

看新闻管家

商务部 16日发布数据
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
际使用外资7188.1亿元人民
币 ，同 比 增 长 5.2%（折 合
1032.6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2.5%）。这是我国今年以来
实际使用外资首次实现人民
币 、美 元 累 计 指 标“ 双 转
正”。

1至8月，全国实际使用
外资 6197.8亿元人民币，同
比增长2.6%，但以美元计算，
为 890亿 美 元 ，同 比 下 降
0.3%。三季度全国实际使用
外资同比增长20.4%，增速明
显高于一季度的-10.8%和二

季度的8.4%。
此外，商务部数据显示，

1至9月，我国对外非金融类
直接投资5515.1亿元人民币
（折合 788.8亿美元），同比
下降0.6%。相比前8个月同
比下降 2.6%，降幅进一步收
窄。

延续前八个月态势，前
三季度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大
项目依然较多。新签合同额
在 5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
518个，合计 1248.8亿美元，
占新签合同总额的 83.1%。
其中上亿美元项目 301个，
较上年增加10个。（新华社）

我国吸收外资今年首次实现
人民币、美元累计指标“双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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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文，通
讯员李秀雯、黄梦宝、邓斌摄影
报道：10月16日是第40个世界
粮食日。记者近日走访韶关市
始兴县各地看到，当地10万多
亩水稻长势喜人，丰收在望。

在顿岗镇东流坝村，黄绿
相间的稻田在蓝天的映衬下，
水稻已结出沉甸甸的稻穗，颗
颗饱满，穗头低垂，秋风吹过，
泛起层层稻浪。一位种植户告
诉记者，晚稻即将成熟，再过
几天即可收割。

稻田中间摆放的展示牌显

示，这片水稻所采用的稻种为
“泰丰优208”，曾荣获第二届
全国优质稻品种食味品种鉴评
（籼稻）金奖。当地农业技术
人员表示，该水稻适宜粤北稻
作区种植，是当地农民钟爱的

“良种”。
始兴县农业农村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始兴县今年晚稻
种植面积有10.8万亩，其中杂
交水稻种植4万亩左右，常规稻
种植6万亩左右、预计产量可达
一亿斤左右。目前，水稻长势
喜人，下周将开始全面收割。

羊城晚报讯 记者戚耀琪、
唐珩，通讯员穗发宣报道：10月
16日是第40个世界粮食日。广
东多地举行2020年世界粮食日
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活动。

16日，在佛山三水白坭镇
粮食博物馆举行的世界粮食日
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广东省
分会场活动上，发布了爱粮节粮
倡议书，为第二批省级粮食安全
宣传教育基地授牌，展示全省粮

食安全保障工作实绩，并面向市
民举办粮食安全知识讲座等。

当天，广州市发展和改革
委（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广州
市农业农村局等也在广州市
粮食集团储备分公司海珠粮
库举办广州市 2020年世界粮
食日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
活动启动仪式。

据悉，今年世界粮食日的
主题为“齐成长、同繁荣、共持

续。行动造就未来。”全国粮
食安全宣传周的主题为“端牢
中国饭碗 共筑全球粮安”。
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扩散蔓
延大背景下，我国始终保持社
会秩序稳定有序，粮食和重要
农副产品的稳定供给功不可
没。广东作为全国人口第一
大省、全国最大的粮食主销
区，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
弦，意义尤为重大。

羊城晚报讯 记者王丹阳，通
讯员粤交集宣、岳路建报道：16日，
广东交通集团发布消息称，狮子洋
通道筹建在即。这也意味着，粤港
澳大湾区跨海跨江通道群又将有
新成员入列，未来将携手港珠澳大
桥、南沙大桥、虎门大桥、黄埔大
桥、深中通道、黄茅海跨海通道等，
构建世界级交通枢纽。

狮子洋通道项目起于东莞市
虎门镇新联（接广深高速公路、常
虎高速公路虎门港支线一期），往
西经沙田镇，在虎门港和广州小虎
岛之间跨越珠江，经南沙黄阁镇、
东涌镇，终于大岗镇（接广中江、东
新高速）。全长约35公里，全线为
桥梁，双向八车道，其中过江段拟
采用双层桥梁方案，双层桥长约
12.5公里。计划于2021年年底开

工，2027年建成通车。
广东交通集团总经理刘晓华

表示：“狮子洋通道项目技术难度
高、工期紧，特别是狮子洋通道主
桥方案为双层16车道（上层8+下
层8）高速公路技术标准以及超大
跨径、超重荷载、超宽桥面悬索
桥，具有世界级技术难度。但我
们有信心有决心把项目建设成为
世界一流的跨江通道。”目前，该
集团正在建设的粤港澳大湾区项
目包括深中通道、黄茅海跨海通
道等6个项目，总投资超千亿元。

据悉，狮子洋通道直连南沙自
贸区和东莞滨海湾新区两大发展
平台，是打造广州国家综合交通
枢纽的战略性通道，建成后将成
为大湾区地标建筑，为大湾区加
速发展增添澎湃动力。

广州28号线新进展
佛山段站位规划研究启动

羊城晚报讯 记者徐振天报道：广州
地铁28号线佛山段有了新进展。近日，
佛山市南海区交通运输局就《广州28号
线三眼桥至佛山西站段线站位规划方案
研究》项目公开招标，拟重点关注28号
线三眼桥至佛山西站段以及延伸至南海
新医院的相关规划，加快对线路通道、线
站位、车站平面布置、穿越高铁与城际铁
路等控制节点进行可行性研究。

招标文件显示，目前，28号线三眼
桥至佛山西站段线站位方案尚未确定，
有关部门将结合南海区城市建设发展和
28号线建设时序，加快对28号线三眼桥
至佛山西站段线站位规划方案研究，稳
定线站位方案，为28号线三眼桥至佛山
西站段的规划建设提供支撑。

招标文书的出炉预示着 28号线佛
山段进入了加快推进规划建设的重要节
点。公开资料显示，28号线是广州时速
160公里级别的市域快线网络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东西贯穿广州的荔湾、海珠、
天河、黄埔和增城，并计划继续向佛山和
东莞延伸。另外，有望建设支线到佛山
西站、增城荔城、惠州。

特区建立 40年，“深圳奇
迹”举世瞩目。未来的特区怎
么走？能否在新起点上实现突
破、再续辉煌？站在历史关头
的深圳再度被寄予厚望。

为支持深圳的改革，党中
央赋予深圳在重要领域和关键
环节改革上更多自主权，一揽
子推出 27条改革举措和 40条
首批授权事项。对此，不仅特
区人深受鼓舞，各地百姓也极
为关注。

一个城市的改革及发展动
向引发如此强烈的关注，并为
各地所期待，究其因在于，深圳
不仅是广东的深圳，更是中国
的深圳。可谓牵一城而动华夏
神州。同时，历经几十年改革
开放，各地均面临瓶颈的突破
和深水区的攻坚。撬动未来改
革的支点何在？突破口选在哪

里？各地都在探索，也把征询
的目光投向“先行示范区”。

虽说以往特区也有先行、
示范的标杆作用，但在常人眼
里，特区的“特”与许多独创性，
其他有的地方是没法学的，决
策 层 面 也 未 强 调 异 地 的“ 对
标”。而今则不同，中央明确要
求特区要“在重要领域推出一
批重大改革措施，形成一批可
复制可推广的重大制度创新成
果”。显然，这就是强调特区的
引领作用，带领大家共同闯关
夺隘。

40年风雨兼程，特区率先
“杀出重围”，抒写了“春天的故
事”传奇。而今，深圳改革再立
潮头，并且要“更高、更好”，为
全国树起新坐标，成为改革开
放的新引擎，使命在肩，愿特区
不负众望。

@街谈巷议
□阅 尽

引领未来，特区要成为改革新引擎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10
月 16日召开会议，审议《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中共中央
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当前我国发展的国内
国际环境继续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推
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利于
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
济布局，有利于拓展市场空间、优化和
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是构建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的一项重大举措。

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决
策部署，突出重庆、成都两个中心城市
的协同带动，注重体现区域优势和特
色，使成渝地区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
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
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打造
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
新的动力源。

会议要求，成渝地区牢固树立一
盘棋思想和一体化发展理念，健全合
作机制，打造区域协作的高水平样
板。唱好“双城记”，联手打造内陆改

革开放高地，共同建设高标准市场体
系，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以共建“一带
一路”为引领，建设好西部陆海新通
道，积极参与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
坚持不懈抓好生态环境保护，走出一
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推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处理好中心和区
域的关系，着力提升重庆主城和成都
的发展能级和综合竞争力，推动城市
发展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以
点带面、均衡发展，同周边市县形成一
体化发展的都市圈。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

相关报道见A2、A3

教育部表示，体育、美育新课标和新教材正在修订中，体育高考研究也已启动

中考体育测试分值将逐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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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眼稻菽千重浪
粤北粮仓秋收忙

韶关始兴10万多亩
水稻下周全面收割，总
产量将达一亿斤

广东多地举行粮食日宣传活动

大湾区将再添世界级跨江新通道

双层16车道！狮子洋通道筹建在即 广东9月CPI涨幅回落
今年首回“1时代”

猪肉价格由上涨转变为下跌1.2%

韶关始兴水稻丰收在望

狮子洋通道位置示意图

在新时代改革开放大潮中勇担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5个经济特区引起强烈反响

广东省属国资国企混合所有制
改革“施工图”来了

市场竞争类企业
不设国有股权比例限制

羊城晚报讯 据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网站今天上午消息，国
家能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
宝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
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

审查和监察调查。
刘宝华，1963年8月出生，

河北宁晋人，1984年 1月参加
工作，2017年 8月起任国家能
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刘宝华被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