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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罗燕英）
9月 23日上午，云安区在镇安镇文
化广场举行主题为“庆丰收·感党
恩”的庆祝 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暨云浮市云安区麻竹笋丰收季活
动。活动共达成购销意向1200多万
元，其中现场签约购买农产品150多
万元。

活动现场，来自云安各镇的特
色农产品在各个展位整齐摆放，各
种植户正在热情地向客商推介农产
品，传递着新农人丰收的幸福与喜
悦。

“我种了 160亩的麻竹笋，丰产

期一年有 80万斤，我今天和公司签
约，解决了销售的后顾之忧，以后对
发展麻竹笋更加有信心，我还会继续
扩种麻竹笋。”麻竹笋种植户何培说。

“这个丰收节为我们农户搭建了
一个销售平台，也宣传了我们的特色
农产品，提高农产品的知名度，打通
我们的农产品出村进城的‘最后一公
里’。”火龙果种植户陈汉英说。

当天，还举行了“庆丰收 感党
恩”云安区庆祝 2021年中国农民丰
收节绿色安全农产品首发发车仪
式，5辆满载云安名特优农产品的货
车发往南海。

“通过举办丰收节，引导全社会
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同
时为企业和广大农户搭建产、供、销
的平台，发展订单农业，通过现场展
销、专场推介、现场直播宣传等，提
高云安农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打响云安农产品的品牌。”云安区相
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说。

据了解，近年来，云安区紧紧围
绕“三农”工作的总抓手，重点突出
抓好发展镇域经济这个关键，突出

“湾区所需、云安所能”，高水平打造
“跨县集群、一县一园、一镇一业、一
村一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目前，

该区已成功申报肉牛、花卉苗木两
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今年该区
粮食种植面积18.72万亩，同比增长
4.23%；种植花生等经济作物7.77万
亩，同比增长4.02%；种植麻竹笋、火
龙果、肉桂等特色作物 15.73万亩，
产量约15万吨。

下一步，云安区将加强与达成
购销意向企业的对接，加快构建农
产品现代流通体系，提升农产品流
通效率，保障市场供应，为广大城市
消费者提供“原汁原味原产地”优质
农产品，真正实现农村生产、城市消
费的快捷流通。

云安农民丰收节达成购销意向1200多万元
本报讯 （记者 何玮珊 通讯员

黄松洁）近年来，市市场监管局立足
我市产业发展实际，充分发挥技术标
准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中的支撑和引
领作用，多措并举鼓励和支持具有竞
争优势的企事业等单位积极主导或参
与各类标准的制修订工作，抢占行业
制高点。

按照《广东省标准化条例》明确行
业主管部门与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在
标准制修订工作全流程的职责分工，
市市场监管局强化全面实施标准化工
作领导小组的统筹推动作用，加强与
市行业主管部门沟通联系，共同引导
辖区内企事业单位积极主导或参与相
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
制修订工作。另一方面，组织全面实
施标准化工作领导小组有关成员单
位、有关行业协会、重点企业举办培训

班，宣贯《标准化法》《广东省标准化条
例》等，讲解各类标准制修订的要求和
程序。深入相关单位主动了解在制修
订标准中遇到的存在问题及困难并详
细解答，对申报材料进行专门指导，从
而提高立项成功率。

据了解，为加大激励政策支持，市
市场监管局牵头修订的《云浮市实施
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于
2021年 6月 1日起施行。修订后的
《云浮市实施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加大了技术标准研制项目资
金资助力度，进一步激励我市企事业
等单位参与标准制修订的积极性。截
至目前，全市企事业等单位共主导或
参与制修订国家标准21项、行业标准
15项、地方标准 96项、团体标准 30
项，有效提升了“云浮标准”话语权，助
推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我市多举措推动标准制修订工作

立足产业发展实际 发挥技术标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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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行装再出发
——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美丽云浮特别报道⑧

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9月
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2021中关村
论坛视频致贺。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广泛深远，世界经济复苏

面临严峻挑战，世界各国更加需要
加强科技开放合作，通过科技创新
共同探索解决重要全球性问题的
途径和方法，共同应对时代挑战，
共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
事业。

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发展科
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把握时代
脉搏，紧扣人类生产生活提出的新
要求。中国高度重视科技创新，致
力于推动全球科技创新协作，将以
更加开放的态度加强国际科技交

流，积极参与全球创新网络，共同推
进基础研究，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培
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强知识产权
保护，营造一流创新生态，塑造科技
向善理念，完善全球科技治理，更好
增进人类福祉。

习近平强调，中关村是中国第一
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关村论坛
是面向全球科技创新交流合作的国家
级平台。中国支持中关村开展新一轮
先行先试改革，加快建设世界领先的
科技园区，为促进全球科技创新交流

合作作出新的贡献。
2021中关村论坛当日在北京开

幕，主题为“智慧·健康·碳中和”，
由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院、中国
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市人民政府共
同主办。

习近平向2021中关村论坛视频致贺

公 告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8月27日进驻广东。进驻

期间（2021 年 8 月 27 日-9 月 27 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20-
83187732，专门邮政信箱：广东省广州市第A125信箱。督察组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00-20:00。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
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广东省生态环境保护
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
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本报讯 （记者 林瑞荣 刘烁
特约记者 云伟歆） 9月 24日上午，
全市禁毒重点整治工作推进会在罗
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禁毒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
关于禁毒工作的决策部署要求，全
面分析当前我市禁毒工作形势，研
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措施，纵深推
进全市禁毒重点整治工作落实。市
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卢荣春
出席会议并讲话。

卢荣春强调，禁毒工作事关国
家安危、民族兴衰、人民福祉，是一
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要
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高度重视禁毒工作并发表了一系列
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要求。省委、
省政府坚定对标，就禁毒工作作出

了部署安排。我们要认真学习领
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
央及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
举全市之力坚决打好打赢禁毒这场
硬仗，努力走出一条符合云浮实际
的禁毒路径。一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工作的重要
指示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
持把禁毒工作作为践行“两个维护”
的政治任务、作为提升人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实际行动、作
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美丽云浮”的
重要内容，切实以对国家、对历史、
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纵深推进禁
毒工作。二要坚持标本兼治，突出
打防结合、惩教一体、综合施策。要
以脱贫攻坚的精神啃禁毒“硬骨
头”，大力防范和打击制毒犯罪、运
毒、贩毒、吸毒；要加大宣传教育力

度，筑牢全民禁毒防线，举全社会之
力推进戒毒康复和再就业工作，始
终保持高压态势，切实以铁的决心、
铁的纪律、铁的手腕纵深推进禁毒
工作。三要集中力量、集中资源、集
中优势，逐一对照禁毒标准、自我加
压抓整治，紧紧扭住关键重点、聚力
攻坚抓整治，坚持市县镇村一体、协
同推进抓整治，全力以赴抓好罗定

“摘帽降级”，切实“以点带面”纵深推
进全市禁毒工作。四要坚持党委统
揽，构建党政主责、公安主力、部门主
动、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突出明确
职责、压实责任，突出高效协同、齐抓
共管，突出以督促战、以督促效，切实
打赢新时代禁毒的人民战争。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泽桐
主持会议。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市禁毒委副主任李雄光通报今年以

来全市禁毒工作情况并作具体工作
部署。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
各县（市、区）。

会前，卢荣春等市领导还到云
浮（罗定）病残吸毒人员收治康复中
心、围底镇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服
务中心，实地调研督导禁毒工
作。卢荣春强调，要强化地域联动，
推进禁毒工作共同治理。要突出跟
踪溯源、梳理排查毒情，加强问题研
究，探索走出从源头治理毒品问题
的云浮新路径。要做好宣传教育引
导，大力营造全民禁毒、全员禁毒、
全域禁毒的浓厚氛围。要加大政府
投入、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多管齐下
筑牢全民禁毒严密防线。

市领导王雄飞、林少威、谢思
佳、苏培芬、罗立旷参加有关活动。

全市禁毒重点整治工作推进会在罗定召开

以对国家对历史对云浮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
举全市之力坚决打好新时代禁毒这场人民战争

卢荣春出席会议并讲话 本报讯 （记者 林瑞荣 刘烁
特约记者 云伟歆） 9月24日下午，市
委常委会暨市新冠肺炎防控领导小
组（指挥部）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
重要指示精神及省委有关会议部署
要求，专题研究疫情防控工作。市委
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防控领
导小组组长卢荣春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近期，国内外疫情形
势再次趋于紧张，同时随着国庆长假
的临近，车流量、人流量极速增加，疫
情防控、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等风险
隐患增多。全市上下要坚决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
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及省委
的部署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保持清醒头脑，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始终把疫情防控作为“天
大的事”来抓，扎实做好国庆前后全
市疫情防控工作，切实巩固来之不易

的疫情防控成果，确保全市社会大局
高度安全稳定。一要持续强化来云
返云人员排查管控，坚决守住“外防
输入、内防传播反弹”的严密防线。
二要持续强化集中隔离场所规范化
管理，举一反三、查找漏洞、补齐短
板，坚决消除“风险隔离点”成为“风
险爆发点”的各种隐患。三要持续
强化国庆假期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落实，紧扣重点场所、重点人员、重
点领域加强管控，近期各市领导按
照分管的职责范围，带队深入防控
一线检查指导工作。四要扎实推进
疫苗接种工作，切实筑牢疫情防控
的坚固屏障。五要压实责任链条，
全力做好应急预案、应急演练、应急
储备，坚决做到突发情况科学高效
应对处置。六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全市各领域安全工作，加强隐患
排查整治，坚决维护全市社会大局
和谐稳定。

市委常委会暨市新冠肺炎防控领导小组（指挥部）召开会议

紧盯关键节点 筑牢坚固屏障
切实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

卢荣春主持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