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师节到来前夕，广州昌乐小学学生自制
贺卡为老师送祝福 羊城晚报记者 林桂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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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三次会晤
并发表重要讲话

携手金砖合作 应对共同挑战

新华社电 在第三十七个教师
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9月8日
给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代表
回信，对他们寄予殷切期望，并向全
国广大教师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
的祝福。

习近平在回信中表示，你们以
黄大年同志为榜样，立足本职岗位，
凝聚团队力量，在教书育人、科研创
新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我感到
很高兴。

习近平强调，好老师要做到学
为人师、行为世范。希望你们继续

学习弘扬黄大年同志等优秀教师的
高尚精神，同全国高校广大教师一
道，立德修身，潜心治学，开拓创新，
真正把为学、为事、为人统一起来，
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为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不断作出新贡献。
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吉林

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
黄大年的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教育部2017年启动全国高校
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活动，首批

认定的 201 个教师团队来自全国
200 所高校，覆盖各学科门类和东
中西各省份。近日，首批教师团队
的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
教学、科研等工作情况，表达了坚守
教育报国理想、为民族复兴贡献力
量的决心。

羊城晚报讯 记者郭思琦、王楠，通讯员
交宣报道：9 月 9日，记者从广州市公安交警
部门获悉，根据全市交通秩序大整治专项行
动统一部署，广州交警持续重点整治机动车
不按规定礼让斑马线行人等道路交通安全违
法行为。据统计，今年 1月至 8月，全市共执
法不礼让行人违法行为6万余宗。

据悉，自3月1日全市开展交通秩序大整
治专项行动以来，广州交警每天在全市常态设
置66个机动车不礼让行人整治点，安排不少
于 10 名机动警力分别在东风路、天河路、黄
埔大道等重点路段沿线加强动态巡逻管控。

广州交警还加大针对机动车不礼让行人
的电子警察建设，并利用4G警车拍摄取证机
动车不礼让行人进行非现场执法工作。据统
计，今年 1至 8月，全市非现场执法不礼让行
人违法行为4.7万宗。

羊城晚报讯 记者孙唯报道：9月 9日，广
东省教育厅公布了广东校外培训投诉举报电
话和邮箱。据悉，全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均
设立了校外培训投诉举报电话和邮箱，受理
相关投诉举报。

举报的受理范围为面向中小学生的校外
培训机构资质、课程、师资、招生、收费等方面
问题。如需举报校外培训机构以上方面问题
的，请按公布的举报电话和举报邮箱向培训机
构所在地的教育行政部门举报，举报要求有具
体线索材料。以个
人名义反映的提倡
实名，以单位名义
反映的应加盖本单
位 印 章 。 举 报 电
话 受 理 时 间 为 工
作 日（ 周 一 至 周
五 ）9:00- 11:30、
14:30-17:00。

习近平回信勉励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代表，真正把为学为事
为人统一起来，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

向全国广大教师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祝福

羊城晚报讯 驻北京记者王莉报
道：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印
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
案》《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
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以 下 简 称

“横琴方案”和“前海方案”），引发各
方关注。9月 9日下午，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
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
行、海关总署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
横琴、前海开发建设有关情况，广
东、香港、澳门有关负责人在三个分
会场视频连线参会。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丛
亮表示，“横琴方案”紧紧围绕促进澳
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初心，坚持目
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立足服务
澳门、推动琴澳一体化发展进行谋划
和设计，主要内容概括起来包括“一
条主线、四大定位、三个阶段目标、四
大任务和若干保障措施”。

丛亮表示，一条主线，就是促进
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这是推进横
琴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四大
定位，就是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

新平台，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
空间，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
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高
地。三个阶段目标，就是分别对应澳
门特别行政区政府 2024 年、2029 年
两个任期时间节点，以及全国2035年
现代化建设的时间节点，提出了体制
机制、产业发展、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
的发展目标。四大任务，就是发展促
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新产业，建设
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家园，构
建与澳门一体化高水平开放的新体
系，健全粤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

体制。若干保障措施，就是全面加强
合作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强化法
治保障、加大赋权力度、建立健全风险
管理机制、加强组织实施等。

“前海方案”则聚焦“扩区”和“改
革开放”两个重点，部署了三个方面
任务。

一是拓展前海合作区发展空间。
明确将前海合作区总面积由14.92平
方公里扩展到120.56平方公里，并且
按程序将相关支持政策覆盖到扩区后
的全部区域，为深港合作提供更为广
阔的发展空间。二是打造全面深化

改革创新试验平台。明确在重大改
革任务方面先行先试，提出了推进
现代服务业创新发展、加快科技发
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打造国际一
流营商环境、创新合作区治理模式
等多项任务。三是建设高水平对外
开放的门户枢纽。明确建立健全更
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深
化与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扩大
金融业对外开放、提升法律事
务对外开放的水平、高水平
参与国际合作等方面提
出了有力举措。

“横琴方案”主要包括“一条主线、四大定位、
三个阶段目标、四大任务和若干保障措施”，“前海
方案”聚焦“扩区”和“改革开放”部署三方面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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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琴前海如何开发建设？

如何举报有问题的校外
培训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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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持续重点整治
机动车不礼让行人

今年前8个月，全市执法
违法行为6万余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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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召开庆祝2021年教师节暨表彰优秀教师大会
李希马兴瑞李玉妹王荣等参加有关活动

全省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和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
合作区改革开放动员会在广州召开

全省动员全域参与
扎扎实实推进两个合作区建设落地落实

李希马兴瑞李玉妹王荣王伟中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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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后
普通老师的一天

10月起
广州开发商
要这样卖房
须现场公示备案价、明确

告知未建成招生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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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日前，全省推进横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和全面深化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
放动员会在广州召开。会议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粤澳合作
开发横琴的重要指示和关于前海开
发开放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学习贯
彻《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
案》《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
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就推进两个
合作区建设进行全面动员部署。省
委书记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省长马
兴瑞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玉妹，省政协主席王荣，省委副书
记、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出席会议。

李希指出，出台《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和《全面深化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
放方案》，是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
为新发展阶段横琴、前海发展擘画美

好蓝图，赋予广东新的重大平台、重
大机遇、重大使命，为广东在新征程
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注入
了新的强大动力。我们要全面准确
把握总书记、党中央战略意图，深刻
认识推进两个合作区建设的重大现
实和深远历史意义，把贯彻落实两个
方案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全省动
员、全域参与，扎扎实实推进两个合
作区落地落实，努力创造让世界刮目
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李希强调，要紧紧围绕促进澳门
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这条主线，扎实推
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一要突
出优势叠加，着力发展促进澳门经济
适度多元的新产业，聚焦优势领域，选
准主攻方向，营造一流环境，激发产业
发展内生动力，为澳门长远发展注入
新动力。二要突出民生融合，着力建
设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空间，

加强就业创业环境衔接、公共服务体
系对接、基础设施网络连接，营造趋同
澳门的宜居宜业生活环境。三要突出
开放包容，着力构建与澳门一体化高
水平开放的新体系，携手打造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开放新高地。四要突出协
同联动，着力健全共商共建共管的新
体制，广泛凝聚各方共识，汇聚起推进
合作区建设的强大力量。

李希强调，要坚持依托香港、服
务内地、面向世界，全面深化前海深
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一
要着力释放“扩区”强大规模效应、
乘数效应。聚焦强化产业优势、资源
集聚、城市功能，全面提升合作能
级，增强引擎功能，更好支持香港发
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二要着力打
造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坚
持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先行先试，
推进与港澳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

快建立联通港澳、接轨国际的现代服
务业发展体制机制，推进科技发展体
制机制改革创新，打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三要着力建设
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强化开
放资源融合、开放优势互补、开放举
措联动，推动制度型开放取得新突
破，推动内外循环链接功能实现新提
升，推动携手参与国际合作开创新局
面。四要着力探索新型管理体制。
结合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和综合改
革试点，积极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
度分离的管理体制机制。

李希强调，要建立健全联动传导
机制，充分发挥两个合作区建设的辐
射带动作用。一要强化改革联动传
导，发挥两个合作区改革试验田作用，
牵引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二要
强化创新联动传导，依托两个合作区汇
聚创新资源，有力支撑服务创新发展。

三要强化产业联动传导，强化两个合作
区与全省产业优势互补、融合发展，推
动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四要强化市场
联动传导，发挥两个合作区的通道优
势、链接功能，促进增强畅通国内大
循环和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功能。

会上，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林
克庆通报近期工作开展情况及下一
步重点工作考虑，王伟中、珠海市委
书记郭永航作发言。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
各地级以上市，省委、省人大常委
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法
院、省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省委各
部委、省直各单位、省各人民团体，
在穗高等院校、省属企业，省各民主
党派和在穗中直驻粤有关单位主要
负责同志，各地级以上市党委、人大
常委会、政府、政协负责同志参加会
议。 （徐林 岳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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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旅博会
开门迎客

省文旅厅发放近千万元惠民补贴

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9月
10日上午应约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
话，就中美关系和双方关心的有关问
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广泛的战略性

沟通和交流。
习近平首先就飓风“艾达”造成美国

多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向拜登和美国
人民表示慰问。拜登对此表示感谢。

习近平指出，一段时间以来，美
国采取的对华政策致使中美关系遭
遇严重困难，这不符合两国人民根本
利益和世界各国共同利益。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
详见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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