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 29日上午8时许，
笔者开车走在赤坎北站路往
湛江西站方向的途中，发现
还下着小雨的天空上划出一
道长长的弧形彩虹，仔细一
看，外层还一道，双彩虹与
周边街景结合在一起，甚为
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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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邓耀瑞 通讯员邓国
森 邓蓝萍）日前，全国海洋伏季休渔执
法行动交叉执法督察第九组下沉湛江，
开展伏季休渔交叉执法督察工作，要求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转变思想观念，严
格执法，严厉查处，持续做好伏季休渔执
法监管工作。

当天，督察组认真听取2019年全市
伏季休渔执法监管情况汇报，并详细查阅
湛江渔政支队今年休渔执法监管台帐资
料，剖析渔政执法现阶段面临的突出问
题，并提出下一步工作措施。会后，督察

组分别到湛江市海东新区、调顺岛、硇洲岛
等沿海地区，进行实地调研、巡查监视，暗
访检查当地渔港码头、水产品交易市场、渔
村、埠头及休渔执法、安全监管落实情况。

督察组对湛江伏季休渔执法工作给
予充分肯定，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持续做好伏季休渔执法监管工作。转变
思想观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
理念，切实保护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
积极争取地方党委政府的重视与支持，
由地方党委政府主导伏季休渔工作，渔
政部门负责做好海上执法监管工作。

本报讯（记者何有凤 实习生赵微
微）7月28日，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改
委确定的第一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
单公布。湛江市霞山区特呈岛村入选，成
为首批320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之一。

特呈岛是湛江港的天然屏障，地势平
坦、气候温润，资源丰富多样，旅游休闲新
业态丰富有特色，公共服务体系健全，生
态人居环境良好。今年，我市提出要加快
将特呈岛打造成高端滨海旅游度假区。
目前已编制完成《特呈全域旅游岛建设指
引》《特呈全域旅游岛招商策划》；完成《特
呈岛控制性详细规划》初稿；《广东特呈岛
国家级海洋公园总体规划》《广东特呈岛
国家级海洋公园控制性详细规划》已呈报
国家海洋渔业局审核，完成特呈岛部分村
庄环境整治规划编制。霞山区人民政府
印发《霞山区打造特呈全域旅游岛行动计
划任务分解表的通知》，特呈岛获批广东
省“五岛一湾”滨海旅游产业园区竞争性
扶持资金近5000万元，为创建全域旅游
岛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

近年来，特呈岛旅游创新多措并举，
尤其在特呈岛旅游扶贫创新方面取得了
良好成效。政府不断加大对公共基础设
施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投资。各级政府和
社会各界大力投入资金建设公共基础设
施和保护修复海岛沿岸生态和红树林群
落。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加上完善的公
共服务设施，招徕了众多游客，村民从“旅
游＋”中直接或间接受益。如今，特呈岛
村成功评为首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霞
山区将加大力度发展乡村旅游，打造乡村
旅游名片，助推乡村振兴发展。

本报讯（记者潘洁婷 通讯员陈晓东
苏若扬）7月28日晚，备受市民关注的市

区银帆路全线竣工通车(如图，记者刘冀
城 摄)。

银帆路南连泉庄路，北至乐山大道，
总长约750米，规划宽36米，双向四车道。

记者从湛江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
局建设管理科了解到，银帆路的全线通
车，丰富了银帆片区的交通路网。作为连
接椹川大道和人民大道的又一条动脉，银
帆路能有效缓解椹川大道的交通压力。
同时，对提升城市品质品位、改善市民居
住环境，都将产生积极影响。

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近日，中共
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贯彻实施公务员
法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公务员队伍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
级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把学
习贯彻新修订的公务员法作为一项严肃
的政治任务，把贯彻实施新修订的公务员
法与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公务员队伍结合
起来，努力建设一支信念坚定、为民服务、
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公务员
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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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落实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
织路线，坚持和加强党对公务员队伍的集
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管干部原则，落实新
时期好干部标准，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适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要求，依法管理和培养锻造公
务员队伍。

《意见》强调，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公务员队伍，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作为公务员培训的首要任务、考
试测查的重要内容和考核监督的重要方

面，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融入公务
员队伍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推动广大公务
员加强政治历练，培养斗争精神、增强斗
争本领，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宗旨，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为实现新时代
党的历史使命建功立业。

《意见》提出，要深化分类改革，提高
管理科学化水平；拓宽公务员队伍来源渠
道，优化队伍结构；强化培养锻炼，提升能力
素质；完善考核机制，发挥激励鞭策作用。

《意见》要求，要坚持从严管理，锤炼
过硬作风，健全日常管理监督制度，加强
对公务员的全方位管理，着力纠正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严肃查处不担当、不作为、
乱作为等问题，严格依法依规开展考录、
培训、考核、职务职级任免升降、奖惩、监
督等工作。要加强正向激励，激发公务员
队伍活力，突出重视基层导向，切实为基
层公务员松绑减负。

《意见》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充分
认识贯彻实施公务员法建设高素质专业
化公务员队伍的重大意义，加强组织领
导。各级组织部门要切实履行好统一管
理公务员工作职责，各级机关要履行好公
务员管理主体责任，努力开创公务员工作
新局面。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贯彻实施公务员法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公务员队伍的意见》

拓宽公务员队伍来源渠道 优化队伍结构

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记者刘
欢、赵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9日在京
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国务院港澳办新
闻发言人杨光、徐露颖介绍对香港当前
局势的立场和看法。发言人表示，希望
香港社会各界人士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
制暴力，坚决守护法治，希望香港社会尽
快走出政治纷争，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
善民生。

发言人表示，近期，在香港围绕特区
政府修订《逃犯条例》和《刑事事宜相互
法律协助条例》，发生了一系列游行示威
活动和暴力事件，引起国际国内广泛关
注。中央政府一直密切关注近期香港局
势的发展变化。

发言人指出，对于香港社会针对修
例举行的各种和平的游行集会，特区警
方一直依法批准并提供保护。但6月12
日以来，一些激进示威者蓄意制造暴力
事件，其行动完全超出了和平游行示威
的范畴。发生在香港的游行示威和暴力
冲击活动已持续一个多月，对香港的法
治、社会秩序、经济民生和国际形象造成
了严重影响，令所有关心香港、珍爱香港
的人倍感痛心。

他表示，希望香港社会各界人士旗
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暴力。香港近期事
态的演变，特别是少数激进分子实施的

暴力活动，已经严重破坏了香港繁荣稳
定的大局，严重挑战了香港法治和社会
秩序，严重威胁到香港市民的生命财产
安全，也严重触碰了“一国两制”的原则
底线，绝对不能容忍。任何文明和法治
社会都不会容忍暴力横行。希望广大市
民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事态的严重性，共
同声讨激进分子所作的恶、犯的罪，阻止
他们祸害香港的行径。

发言人说，希望香港社会各界人士
坚决守护法治。法治是香港人引以为傲
的核心价值，是香港良好的营商环境的
基础，是香港保持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
绝不能坐视一小部分人肆无忌惮地践
踏。法治的支柱一旦动摇，香港的繁荣
稳定亦将不保。中央政府坚决支持林郑
月娥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坚决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坚决支持
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和司法机构依法
惩治暴力犯罪分子，坚决支持爱国爱港
人士捍卫香港法治的行动。

他还表示，我们特别理解和体谅香
港警队及其家人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借
此机会，谨向一直坚守岗位、恪尽职守、
无惧无畏、忍辱负重的优秀香港警察，致
以我们崇高的敬意！

发言人说，希望香港社会尽快走出
政治纷争，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

生。发展是香港的立身之本，也是解决
香港各种问题的正道。香港虽然积攒下
一些不错的家底，具有一些有利条件和
独特优势，但也经不起折腾。香港乱下
去，全社会都要“买单”。特区政府和全
社会都应该想方设法，采取更有效的举
措，推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特别是帮
助年轻人解决在住房和学业、就业、创业
等方面遇到的实际困难，纾解他们的怨
气。中央政府愿意与特区政府和香港社
会各界人士一起努力，为他们的发展创
造良好条件。

发言人指出，实践充分证明，“一国
两制”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
制度安排。中央政府将继续坚定不移贯
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一国两制”方
针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
不走样、不变形。我们相信，在中央政府
和祖国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林郑月娥
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带领下，香港同
胞一定能够把香港管理好、建设好、发展
好，香港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
种困难和挑战，“一国两制”这艘航船一
定能够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发言人说，在香
港围绕修例发生的一系列游行示威活动
和暴力冲击活动过程中，西方一些不负
责任的人发表了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

扮演了不太光彩的角色。他们有一个很
奇怪的逻辑，就是对暴力违法犯罪应当
给予一些同情，给予一些理解，甚至要给
予一些包容，但是对于警方恪尽职守、维
护社会治安、维护香港法治的行为，他们
倒觉得应当给予批评、指责甚至问责。
这种逻辑是荒谬的，也是滑稽的。

他指出，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
事务是中国的内政，容不得任何外部势
力横加干涉，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立
场。西方国家的一些政客频频在这段
时间里说三道四，甚至给一些人撑腰打
气，他们的用心，说穿了无非是想把香
港搞乱，把香港变成中国的一个麻烦，
进而牵制、遏制中国的发展。这个图谋
是无法得逞的。

针对香港有人鼓吹暴力、主张“违
法达义”，发言人应询指出，有法必依、
违法必究，是任何一个法治社会的基本
要求。任何主张，无论自认为目标多么
崇高，都不能以违法的方式表达，更不
能诉诸暴力。暴力就是暴力，违法就是
违法，其性质不会因为标榜了什么旗号
而有所改变。近期香港社会各界多次
发起守护香港的大型集会，呼吁维护法
治、反对暴力，正代表了香港社会真正
的主流民意。

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新华社香港7月29日电（记者周
文其）28日下午开始，有部分人士在香
港港岛地区进行未经批准的集结。其
中一些激进示威者作出暴力行为，对警
方和其他市民构成危险。香港特区政
府发言人29日凌晨发表声明，对此表示
强烈谴责。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在上环及西
环一带，有激进示威者向警务人员掷
砖、纵火，甚至以载有燃烧着纸皮的手
推车推向警方防线，对警务人员以至其
他市民构成危险。激进示威者目无法
纪，以暴力破坏社会安宁，我们予以强

烈谴责，会继续全力支持警队严正执
法，遏止所有暴力行为，尽快恢复社会
秩序。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在铜锣湾有
人占据马路，更有人破坏公物，设置路障
阻塞交通，严重影响巴士及电车等公共
服务。这种行为不但违法，亦对其他市

民造成不便，我们对此表示遗憾，并再次
呼吁市民表达意见时应和平理性，不应
以身试法。

据香港警方介绍，在驱散激进示威
者的行动中，警方暂时拘捕至少49人，
涉嫌干犯未经批准的集结、藏有攻击性
武器等罪行。

香港警方表示，激进示威者的行
为越演越烈，由最初拆铁栏、掷铁枝
和 砖 头 ，及 至 到 处 纵 火 和 大 肆 破
坏。这种行为已经严重偏离和平表
达 诉 求 的 原 则 ，警 方 予 以 强 烈 谴
责。警队有决心、有能力，将违法人
士绳之以法。

国务院港澳办：

希望香港社会反对暴力、守护法治、尽快走出政治纷争

香港特区政府全力支持警队严正执法
警方拘捕至少49名激进示威者

据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日前
联合印发《关于在医疗联合体建设中切实
加强中医药工作的通知》提出，推进中医
医院牵头组建多种形式的医联体，在医联
体建设过程中，不得变相地取消、合并中
医医院，不得改变其功能定位，不得以各
种理由在事实上削弱中医医院建设。

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是群众看病就
医的一个重要选择。根据《2018年我国
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8年，
全国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数
达10.7亿，比上年增长5.2%，其中，中医
类医院6.3亿人次。

通知提出，着力推动县级中医医院
在县域内牵头组建紧密型医疗卫生共同
体。推动“医共体”内服务能力共提、人
才梯队共建、健康服务共管、优质资源共
享，整体提升县域中医药服务能力。县
域“医共体”成员单位所覆盖的患者可自
由选择就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加大对
中医医院牵头组建的县域“医共体”建设
支持力度。

针对目前少数地区的不当做法，通知
特别强调，人口较少、县级中医医院能力
较弱、确需只组建成一个“医共体”的县
域，要向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备案。已经
只组建一个“医共体”的县域，中医医院法人
资格保持不变，确保中医医院性质、名称、功
能定位不变，人员编制、床位数总量不减。

两部门发文：

建设医联体不得变相
取消、合并中医医院

据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记者叶
昊鸣）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副局长琼色
29日表示，消防制度审批改革以后，全国
每年将有10余万家公众聚集场所作出承
诺后即可营业，数万家消防技术服务机构
和10余万名消防专业技术人才从业不再
需要到消防部门办理审批手续。

在当日召开的国新办发布会上，琼色
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深化消防执
法改革的意见》，将明确公众聚集场所取
得营业执照后，作出其符合消防安全标准
的承诺后即可投入使用、营业；消防设施
维护保养检测、消防安全评估机构办理营
业执照后即可开展经营活动，不再需要到
消防部门办理审批。

消防审批制度改革以后，如何加强对
从事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消防安全评估的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和公众聚集场所的管
理？琼色说，放宽市场准入后，将制定从
业条件和服务标准，对场地设备、人员、服
务范围、服务活动等作出具体规定，并相
应增加有关罚则；将引导加强行业自律、
规范从业行为、落实主体责任，让市场对
消防技术服务活动进行自我调节配置，优
胜劣汰；将加强对机构及其从业行为的监
督抽查，依法惩处不具备从业条件、弄虚
作假等违法违规行为，对严重违法违规的
机构和人员实行行业退出、永久禁入。

应急管理部：

消防制度审批改革后
公众聚集场所作出承诺

即可营业

全国海洋伏季休渔执法行动交叉执法督察第九组

下沉湛江开展督察

本报讯（记者邓耀瑞 通讯员吴智
雅）7月26日晚，雷州市在该市人民公园
举行2019年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

参会企业54家，提供岗位800个，涉
及行业工程建筑、酒店服务行业等，90人
达成应聘意向，到场900人次。

雷州举行高校毕业生
专场招聘会

特呈岛村成功入选首批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