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日来，城区东、西街旧城区城市
更新项目启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
关注。广大市民纷纷表示，该项目让城
区的“百年老街”重新焕发新活力，是实
实在在的民心工程。

“我爷爷说东街、西街在解放前就
已经有了，可以说是百年老街，承载了
好几代云浮人的记忆与乡愁。”51岁的
李先生在市区东街附近居住，从他爷爷
开始，李家 4代人一直在东街生活。李

先生说，一直以来，这条老街是云城的
商业集散地，承载了云浮人最深的记
忆。过去，附近十里八乡的乡亲把进云
城叫“上街”，说的就是到东街及西街。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老街存在的问
题日益显现，如交通拥堵、电线乱拉、无
序摆卖、消防隐患、危房残破等。这次
对旧城区更新改造，一次性解决了所有
问题，确保了老街的安全美观，极大提
升了城市品位，我们老街坊都非常期
待，一定大力支持配合。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自该项目

启动以来，广大市民及老街居民无不拍
手叫好，大家对此次更新改造报以极大
的期待。“希望以后居住及营商环境越
来越好。”刚刚从手机上看过“效果图”
的老街坊傅阿姨说，希望这次更新项目
可以全面提升老街的整体环境，在保留
历史风貌的前提下美化优化老街，进而
吸引各地游客。她告诉记者，她家在东
街烈士公园牌坊附近经营云吞店已有
33年了，她相信此次改造后，可以为老
街商户带来更旺的人气和更好的生意。

“新旧融合，保留历史原味非常重

要。”在云浮经商的深圳人何海鸿对此
次更新项目非常期待。他说，云浮市区
的东街及西街是广东省内为数不多的、
保存较完好的老商业街，具有极大的历
史价值和商业潜力。此次改造是惠民
利民的好事，可以让老街成为云城的

“新地标”，甚至成为“网红打卡地”“影
视取景地”，将全面带动中心城区经济
高质量发展，带动就业、文旅、餐饮、红
色旅游（烈士陵园）等的发展。他希望
本次更新改造能尽量保持老街原貌，不
搞“大拆大建”，留住云城的历史脉络。

期待“百年老街”再现新活力
——市民热议云城老街区更新项目

云浮融媒记者 林峰

本报讯（云浮融媒记者 欧爱红）
2月 25日，市图书馆举办“涓涓故事
会”2022年故事大王演讲比赛决赛。

“涓涓故事会”让孩子们通过“演讲故
事”点亮心中文明的灯塔，照亮儿童阅
读的天空。

据悉，市图书馆自 2015年创立少
儿阅读推广品牌活动“涓涓故事会”，
今年是举办的第 8个年头。本次故事
大王演讲比赛分视频初赛和线下决赛

两个阶段，初赛共收到56组参赛视频，
经过评委们的评审，有 20组选手晋级
决赛，选手们通过决赛角逐一、二、三
等奖和优胜奖。在比赛现场，选手们
盛装打扮，故事演讲声情并茂、生动有
趣、惟妙惟肖，展示出当代少年儿童阳
光朝气的风采。

活动主办方表示，孩子们通过参
与故事演讲比赛，培养了热爱阅读的
好习惯，锻炼了胆识，增强了自信，并
在故事中汲取做人的道理，增长见识
和智慧。家长们也纷纷表示，要多带
孩子到图书馆看书，多参与故事演讲
活动，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

市图书馆举办“涓涓故事会”故事大王演讲比赛

培养阅读习惯 增长见识智慧

本报讯 （云浮融媒记者 黄洋
通讯员 冯婷）记者日前获悉，今年
起，我市将连续三年分批选派医务骨
干到省属和广州市直属高水平医院跟
班学习，目前第一批15名医务骨干已
分赴广州 7个医疗卫生机构跟班学
习，学习时长为6至12个月。

为更好地加强重大疫情防控救治
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全面提升疾病
预防控制能力，提升全市医护人员诊
疗水平和服务能力，破解人民群众看
病难问题，市卫生健康局从今年起，将
连续三年分批选派医务骨干到省属和
广州市直属高水平医院跟班学习，通

过面对面学习实践医院管理和临床医
治先进经验技术，发挥“头雁效应”，
激发“雁群活力”，以传帮带方式
全面提升全市医疗技术水平，让
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的医疗卫
生服务。

据悉，今年选派的第一批共15名
医务骨干将分别到广州市第一人民医
院、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州医
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二医院，广州
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市皮
肤病医院、广州市血液中心 7个医疗
卫生机构跟班学习，学习时长为 6至
12个月。

我市医务骨干到省高水平医院跟班学习

提升医疗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

本报讯 （云浮融媒记者 黄洋
通讯员 吴欣眉）近日，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在房地产博览会现场设立政
策咨询台，开展“惠民公积金 服务暖人
心”住房公积金政策宣传活动，为群众
答疑解惑。

在活动现场，中心工作人员通过

政策解读、现场答疑、发放宣传资料等
形式，为企业和群众普及公积金法规
知识、宣传我市最新的公积金政策。

“我咨询了新出台的住房公积金直接
支付首付款有关政策。工作人员解释
得很清楚，可以直接支付购房首付款
后，买房压力就少很多了。”市民李小

姐高兴地说。
工作人员还现场推广了“云浮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微信公众号，
详细介绍了网上办理“购房提取住房
公积金”“偿还本息提取住房公积金”
和个人账户查询等高频业务的办理
流程。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展政策宣传活动

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
“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改变

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安全事故也频繁
发生。如何通过智能技术提高汽车的
安全性能，是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
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广汽丰田工
作人员吴秉星如是说。

吴秉星向记者介绍，广汽丰田第
五生产线是一间集先进、尖端、智能一
体化的模范工厂，公司拥有首个独立
而完善的电池车间，其自动化功率达
到 98.8%。作为一间全球标准化工
厂，公司在生产环节上一直把“安全第
一”放在首要位置。

“运送电池车间装载部件的无
人驾驶台车是五线制造部最能体现

安全生产的一大亮点产品之一。”吴
秉星说，操控者只要通过电脑输入
驾驶指令，无人驾驶台车便随即启
动，并能按照指令路线，把电池车间
装载的部件运送到总装车间，供给
生产线人员进行装配。不仅如此，
台车还装有自动停止感应设备，当
前方路口有行人经过，或前方遇有
障碍物时，台车将立刻停止启动，防
止车辆与行人发生碰撞，待行人离
开，感应装置检测前方安全无碍后，
台车将重新启动，继续行驶。

吴秉星表示，下一步，将不断贯彻
安全理念，致力于安全生产高质量发
展，共同构建安全防线。

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访广汽丰田工作人员吴秉星

云浮融媒记者 朱雅渝

本报讯（云浮融媒记者 林峰）
近日，云浮市、云城区减灾委办、
应急管理局在云城街道育才社
区 城 市 花 园 联 合 开 展 2023 年
防灾减灾应急宣传教育进社区
活动。

活动中，来自应急管理部门的
“应急志愿者”采取视频播放、知识
讲解、展板陈列、防汛器材展示和派
发科普宣传册等多种形式，多角度
向居民群众宣传讲解，重点对地震、
洪水、森林火灾等自然灾害的特点
以及如何防范避险进行科普。活动
现场还陈列展示各类防汛救生设
备，如冲锋舟、拖船架、橡皮艇、救援
抛投器、吸水膨胀袋、救生衣、充气
式救生衣、重型水域救援激流救生
衣等，现场群众纷纷穿试救援装备，
并与志愿者互动交流，现场气氛十
分热烈。

家住城市花园的刘先生表
示，这次宣传活动很精彩很丰富，
让居民能够学习到地震、洪水等
自然灾害的应急避险知识，进一
步增强个人应对突发事件意识
和能力。

此次活动共派发防灾减灾手
册、地震避险与自救、应急自救安
全常识、明白卡等宣传资料和宣传
纪念品 1600余份，180余人参与现
场活动。下一步，市应急管理局将
继续以群众易于接受、乐于参与的
形式组织开展多场防灾减灾宣传
培训系列活动，提升群众防灾减
灾避险意识、自救互救及应急救
护能力。

防灾减灾应急宣传走进社区

提升居民自救
互救能力

本报讯（云浮融媒记者 苏显亮）
2月 24 日上午 11 点，《云浮市民生
热线·营商环境专线④》直播节目
准时上线，邀请市财政局、市商务局、
市文广旅体局、市税务局等有关单位
负责人，就市民咨询和反映的问题作
出回应。

此期节目继续以改善营商环境为
主题，围绕《云浮市 2023年助企惠民
促经济高质量发展系列措施（第一
批）》的落实情况，就促进市场消费为
主要内容，对市民咨询和反映的“消费
券发放、车企参展补助、新能源汽车免
征购置税、广告和娱乐服务单位和个
人减征文化事业建设费”等问题进行
回应。

节目中，有市民询问：消费券能否
倾斜到超市使用？对此，市商务局相
关科室负责人作出了回应：去年以来
我市的消费券欢乐购几期都有在超市
方面倾斜，比如市区的同福超市、万家
粤超市、新世纪超市、新地超市等都可
用，今年接下来会充分考虑市民的建
议，继续将消费券向商场、超市等零售
行业倾斜，惠及更多的市民群体。

有小商铺店主反馈：对纳税的知
识了解得比较少，不知道自己是否需
要纳税，是否需要每年登记或是年审，
经营收入多少才需要纳税？对此，市
税务局有关科室负责人表示，根据税
务登记管理办法，企业在外地设立的
分支机构和从事生产经营的场所，个
体工商户和从事生产经营的事业单
位，都需要向生产经营所在地的税务
机关申报办理税务登记，税务部门目
前是没有年审要求的。为进一步支持

小微企业的发展，持续激发市场主体
活力，今年 1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2023年的第一号公告，以及国家税
务总局2023年第一号公告明确提出，
自 2023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
日，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销售额10万
元以下，可免征增值税等一系列优惠
政策，具体详情可拨打12366服务热线
进行咨询。还有市民反映，很多想去
的景区、民宿、体育场馆等都没有参与
到消费券发放的活动中，能不能发动
文旅商家参与进来？对此，市文广旅
体局有关科室负责人也作出回应。

节目通过FM100.6云浮广播电视
台综合广播、FM96.4云浮广播电视台
交通音乐广播和云浮通App视频同步
直播。

又讯（云浮融媒记者 苏显亮）
2月 28日上午 11：00，《云浮市民生热
线·营商环境专线（5）》将以改善营商
环境为主题，围绕《云浮市 2023年助
企惠民促经济高质量发展系列措施
（第一批）》的落实情况，就扩大有效投
资为主要内容，邀请市财政局、市发改
局、市金融工作局等有关单位领导上
线，欢迎企业、市民就全市统筹各级财
政资金用于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经费、
加快重大项目落地建设、用好用足新
增债券、加强社会资本投融资合作对
接、加大资金投放，推动重大项目一季
度开工、加快 215个市重点项目建设
等方面进行咨询和反映问题。

报料热线：8817116，直播间互动
热线：8863066。

线索征集：可关注云浮通 App、
云浮融媒微信公众号、云浮电台微信
公众号并后台留言。

《云浮市民生热线·营商环境专线④》上线

继续关注促进市场消费

关爱未成年人
润蕾工程

民生热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解读

《土壤污染防治法》在“谁污染，
谁治理”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理
顺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过程中
相关主体的责任、强化污染者责任，
促使土壤污染防治追责主体更加
明确。

《土壤污染防治法》第四条规定任
何组织和个人都有防止土壤污染的义
务；同时，鉴于土壤污染防治的特殊
性，《土壤污染防治法》特别强化了土
地使用权人从事土地开发利用活动时
的保护土壤义务，规定其应当对可能
污染土壤的行为采取有效预防措施，
防止或者减少对土壤的污染。

《土壤污染防治法》在第四十五条
中确立了按照土壤污染责任人、土地使
用权人和政府的先后顺序承担土壤污
染风险管控和修复义务的基本制度框

架，并且在第四十七条和第四十八条中
明确了土壤污染责任人变更及不明确
或有争议的情况下责任人如何确定的
问题，以避免土壤污染因责任主体
不明、追偿不到位导致修复不及时
的情况。

第四十七条：土壤污染责任人变更
的，由变更后承继其债权、债务的单位
或者个人履行相关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和修复义务并承担相关费用。

第四十八条：土壤污染责任人不
明确或者存在争议的，农用地由地方
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
门会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认定，建设用地由地方人民政府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会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认定。认定办法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土壤污染防治追责主体更加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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