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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6日宣布：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1月29日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中非合作
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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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林清清、
通讯员穗疾控报道：11月25日，
上海通报3例本土确诊病例，杭
州通报2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徐州通报 1例本土无症状感染
者。上海3例确诊病例为朋友关
系，19日-21日曾先后至苏州共
同游玩，有较长时间密切接触
史，有明确流行病学关联。这3
个病例是否与国内疫情关联，有
关部门正在深入开展流行病学
调查、溯源等工作。杭州2例为
外市病例密切接触者，病例瞿某
于 11 月 19 日外出，22 日返杭
州，另一病例是与瞿某同行来杭
州的外地人员。徐州无症状感
染者为上海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20日曾在苏州与上海病例在同
一餐厅就餐，21日返徐州。

广州市疾控中心研判，本
轮疫情对广州存在一定的输入
风险。昨晚，广州市疾控中心
发布紧急提醒：

11月12日以来有上海市旅
居史人员，11月 19日以来有苏
州市旅居史人员，11月 22日以
来有杭州市旅居史人员，11月
21 日以来有徐州市旅居史人
员，17 日-18 日参加了在上海
举办的“2021 首届中国国际财
税博览会暨第四届FLF中国财
税领袖前沿峰会”的人员请跟所
在社区（村）、单位、宾馆主动报
备，接受相应的健康管理措施。

广州疾控提醒，外省旅游、
出差返穗后，建议主动做一次
核酸检测，并自我观察 14 天，
做好健康监测。

另据央视报道，上海 25日
新增的 3例本土确诊病例所住
小区已被列为中风险地区并执
行封闭措施。这三个小区分别
为浦东新区花木街道锦绣路
1650 弄香梅花园一期小区、浦
东新区三林镇海阳路 1080 弄
香樟苑小区和青浦区赵巷镇业
文路189弄西郊锦庐小区。

据新华社报道，25日起，上
海暂停跨省团队旅游及“机
票＋酒店”业务。

杭州新增无症状感染者其中
一例为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
馆教职工。为迅速切断传播链，
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已封闭管
理，浙江大学已启动疫情防控应
急预案，教学活动转入线上进行，
并迅速组织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羊城晚报讯 记者唐珩报
道：25 日晚，羊城晚报记者从
白云机场了解到，根据省市
疫情防控工作最新形势，白
云机场将上海浦东、虹桥机
场以及杭州、徐州进港航班
纳入重点管控范围。

据悉，重点管控范围来穗
航班旅客抵达白云机场后，在
查验“健康码”绿码和体温检
测的基础上，均需查验48小时
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未持
有核酸证明的旅客需现场接
受核酸检测采样后方可离开。

东方航空、吉祥航空、春
秋航空、四川航空均发布了
涉上海客票免费退改签的相
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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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学习会

深化认识深入把握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 扎扎实实做好广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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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政务论坛暨首届数字政府
建设峰会今日开幕

大咖齐聚羊城
共议数字化发展

《家庭暴力受害人证据收集指引》发布

指导受家暴者
有效收集固定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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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2021 中国网络媒体论坛开幕式暨主论坛在广州举行 羊城晚报记者 何奔 摄

媒体掌门人畅谈新形势下媒体发展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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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万米深潜的“悟空号”
AUV 被回收上科考船

（哈尔滨工程大学供图）

25 日 ，哈 尔 滨 工 程 大 学 宣
布，由该校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

“悟空号”全海深 AUV（无人无缆
潜水器），于当地时间 11 月 6 日
15 时 47 分，在马里亚纳海沟“挑
战者”深渊下潜深度达 10896 米，
再次创造新的纪录。（科技日报）

羊城晚报讯 记者余燕红、
通讯员粤疾控报道：26日凌晨，
广东省疾控中心发布重要提醒：
由于江浙沪发生本土疫情，故请
以下市民立即向所在社区（村
居）、所在单位、所在酒店报备相
关情况，配合当地做好核酸检测
等疫情防控措施。

一、有以下地区旅居史人

员：上海市浦东新区、青浦区
（11 月 12 日以来），浙江杭州市
（11 月 22 日以来）、江苏徐州市
（11 月 21 日以来）、江苏苏州市
（11 月 20 日以来）；

二、曾参加 11月 17日-18
日上海举办的“2021 首届中国
国际财税博览会暨第四届FLF
中国财税领袖前沿峰会”人员；

三、有在对应日期搭乘这
些交通工具的人员：11 月 15
日 CA1521 航班（从 北 京 到 上
海）、11 月 19 日 G7092 高 铁
（从 上 海 到 江 苏 苏 州）、11 月
21 日 G8300 火车（从江苏苏州
到 江 苏 徐 州 ）、11 月 22 日
D931 火车（从 江 苏 苏 州 到 浙
江杭州）。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日前印
发《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
工作的意见》（以下称《意见》），
部署在北京、上海、重庆、杭州、
广州、深圳6个城市开展营商环
境创新试点，聚焦市场主体关
切，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更大力度利
企便民。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
为主题，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制
度创新为核心，赋予有条件的地
方更大改革自主权，进一步转变
政府职能，一体推进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推进
全链条优化审批、全过程公正监
管、全周期提升服务，促进营商
环境迈向更高水平。

《意见》提出，要进一步破除
区域分割和地方保护等不合理
限制，清理对企业跨区域经营、
迁移设置的不合理条件，破除招
投标、政府采购等领域对外地企
业设置的隐性门槛和壁垒；健全
更加开放透明、规范高效的市场
主体准入和退出机制，方便市场
主体办理名称登记、信息变更、
银行开户、注销等相关手续；持
续提升投资和建设便利度，推进
社会投资项目“用地清单制”改
革，推动分阶段整合规划、土地、
房产、交通、绿化、人防等测绘测

量事项；更好支持市场主体创新
发展，探索适应新业态新模式发
展需要的准入准营标准；持续提
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动与
部分重要贸易伙伴口岸间相关
单证联网核查，开展“组合港”、

“一港通”等改革；优化外商投资
和国际人才服务管理，加强涉外
商事法律服务；维护公平竞争秩
序，加强和改进反垄断与反不正
当竞争执法，健全遏制乱收费、
乱摊派的长效机制；依法保护各
类市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建
立政府承诺合法性审查制度和政
府失信补偿、赔偿与追究制度；优
化经常性涉企服务，推行涉企事
项“一照通办”，全面实行惠企政
策“免申即享”、快速兑现。

《意见》强调，要坚持放管结
合、并重，夯实监管责任，健全事
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流程的监
管机制，在直接涉及公共安全和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领域，
实行惩罚性赔偿等制度。要加
快打破信息孤岛，扩大部门和地
方间系统互联互通和数据共享
范围，推动更多数据资源实现安
全高效互通共享。

《意见》要求，要建立改革事
项动态更新机制，定期对创新试
点工作进行评估，对于实践证明
行之有效、市场主体欢迎的改革
措施要及时在更大范围复制推
广。要坚持稳步实施，在风险可
控前提下有序推进创新试点工
作走深走实。

习近平将出席中非合作论坛
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

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
点工作的意见》

广深等六城市开展
营商环境创新试点

近期去过这些地区的人员请主动报备
上海昨新增3例本土确诊病例，新增3个中风险地区，省市疾控提醒：

多家航空公司出台
涉江浙沪相关航班退改
签政策

2021广州簕杜鹃花展

云山迎客云山迎客

记者25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
解到，近期我国电厂存煤继续快速
增长，预计 11 月底电厂存煤或将全
面超过去年同期，达到历史最高水
平，为今冬明春发电供暖用煤提供
有力保障。 （新华社）

国家发展改革委：

预计11月底电厂存煤
达历史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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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0元/月
深圳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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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潜10896米！
“悟空号”AUV创造新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