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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市春运形势将出现新变化

补强短板 稳定市场 保障供给

交通疏导压力增 极端天气影响大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陈雁南报
道：今年春运从 1 月 28 日开始至 3
月 8 日结束，共计 40 日。受疫情、
天气等因素影响，预计今年我市春
运形势将有新变化。1 月 13 日下
午，市政府召集市道路交通安全工
作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召开我市
2021 年春运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
作部署会。

长途出行减少 短途出行增加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我市
春运形势将会出现一些新变化。
节日期间交通疏导压力进一步
增大。受当前外省疫情形势影响，
预计春运期间，我市长途出行有所
减少，短途出行和市内出行可能会
增加，
全市各高速公路入口、各旅游
景点周边道路交通压力将增大。
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对交通影
响较大，据气象专家分析，今年春节
假期可能会出现强降温、大雾、降雨
等恶劣天气，容易引发道路湿滑以
及机动车驾驶人视线受阻、疲劳驾

驶等安全隐患。
节前、节后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容
易出现漏洞。节前，部分企业因为年
底赶工期，交通运输“多拉快跑”的情
况增多；
节后，各生产企业加快复工复
产，容易放松对安全生产工作的管理。

设 5 个市级春运执勤服务点
会议要求各区、各部门围绕“平
安、畅顺、温馨”工作目标，切实排隐
患、强管控、补短板。一是严把重要关
口。2021 年春运期间，我市共设立上
冲、下栅、南门、西部沿海高速、江珠
高速等 5 个市级春运执勤服务点。
加强巡逻管控力度，严把出城、上高
速、过 境“ 三关 ”。 二 是严查突 出违
法。紧紧围绕农村、城市、公路“三个
主战场”，严管“两客一危一货一面”
等重点车辆，严查酒驾醉驾、
“ 三超一
疲劳”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三是严
格治安管控。加强服务区、收费站的
治安秩序管理，严厉打击盗抢、冲卡逃
费等违法犯罪行为。同时加强长途汽
车站、火车站、机场、码头周边道路交

通疏导和秩序管控，联合有关部门
严厉打击非法营运。四是清理驾驶
人隐患。对辖区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致人死亡且负同等以上责任、交通
违法记满 12 分、酒驾、毒驾、超员
20%以上、超速 50%（高速公路超
速 20%）以上、12 个月内有 3 次以上
超速违法记录等 7 类情形的客运驾
驶人，督促客运企业不得安排参加
春运。五是清理车辆隐患。对全市
逾期未检验、逾期未报废、多次违法
未处理的旅游客运、公路客运和
“营
转非”
大客车等隐患车辆，
督促企业
消除车辆隐患。六是清理道路隐
患。逐一排查全市高速公路、国省
道、农村公路临水临崖、急弯陡坡、
平交路口等重点路段，发现隐患要
及时督促落实整改。七是清理重
点场所安全隐患。联合交通运输、
应急管理等部门对车站、码头、机
场和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
展 1 次全面排查，督促落实安全检
查措施，严防发生火灾爆炸、拥挤
踩踏事故。

精准管控 规范处置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交通秩序管
理科副科长刘斌告诉记者，针对春
运期间的疫情防控工作，珠海交警
将加强疫情中高风险等地区及冷链
物流企业重点车辆、人员精准分析，
实时掌握轨迹，
加强监测预警、精准
管控、规范处置，
严密防范外部输入
风险和内部扩散风险。各大队将加
强入境集中隔离人员转运交通安全
保障工作，
优化口岸、入境点及隔离
点周边的交通组织，合理规划转运
路线，
确保转运车辆通行顺畅。
刘斌提醒春运期间有出行计划
的市民：
出行前要对车辆状况、证件
进行检查，严防“带病车”上路。出
行前可通过媒体等渠道掌握路况信
息，做好应对准备。由于天气对道
路交通安全的影响极大，驾驶人和
出行人出行前应关注天气变化。驾
驶人要提高交通守法意识，坚决杜
绝酒后驾驶、疲劳驾驶，以及超员、
超速、超载等违法行为。

被移交的古画。

本报记者 程 霖
通讯员 俞 波 摄

市内“菜篮子”生产稳供基地
每年最高可获 2500 万元扶持
为加快我市“菜篮子”重大民生工程建设，发挥“菜篮子”
建设财政资金的政策引导作用，补强我市“菜篮子”产品供应
短板，建立健全“菜篮子”产品稳定市场、保障供给的长效机
制，保障“菜篮子”产品有效安全供给，1 月 11 日，市农业农村
局印发《珠海市“菜篮子”建设实施细则（试行）
》。
《细则》明确了“菜篮子”生产稳供基地的核准认定条件、
“菜篮子”产品配送平台备案认可条件、珠海市“菜篮子”品牌
建设示范企业的认定条件及相关核定流程，同时也说明了我
市的相关扶持政策。
《细则》将于 2021 年 2 月 18 日起实施，有
效期 3 年。
□本报记者 廖明山 蒋毅槿

安全可追溯
产品来源流向记录完整清晰
根据《细则》，市内（市外对口帮扶
地区）
“菜篮子”生产稳供基地核准认
定需满足实施主体为珠海市（珠海市
对口帮扶地区）注册登记且从事畜禽
养殖、蔬菜(包括食用菌）及名特优质
水果种植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种养
规模达到设定标准、生产经营稳定、实
行生产经营全过程接入全国/广东省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平台、认领
年度供应珠海市消费任务及近三年来
各级农产品监督抽查未检出不合格产
品和无信用不良记录等条件。
而
“菜篮子”
产品配送平台备案认
可除了实施主体在珠海市注册登记、
认领年度供应珠海市消费任务及近三
年来各级农产品安全监测未检出不合
格产品和无信用不良记录等，还需满
足拥有稳定、完整的仓储和冷链配送
能力，实行经营全过程视频监控并接
入行政监管系统，实行严格的市场准
入准出管理，
经营产品全部查验合规、
自检合格后方可销售，产品来源和流
向记录完整、清晰可追溯等条件。
根据《细则》，经认定的市内
“菜篮
子”
生产稳供基地和配送平台、完成认
领年度供应珠海市消费任务，综合贡
献影响力排在同行前列、且近三年来
各级农产品安全监测未检出不合格产
品和无信用不良记录，可认定为珠海
市
“菜篮子”
品牌建设示范企业。

提供扶持资金
覆盖生产基地配送平台和
品牌建设

将 81 件宝贝送回家
被移交的瓷器。

拱北海关向潮州市湘桥区博物馆移交一批文物
本报讯 记者许晖报道：
汉代的
五铢钱、唐代的开元通宝、清代的五
彩大盘……1 月 13 日，根据广东省
文物局指定，拱北海关向潮州市湘
桥区博物馆移交一批涉案文物。

据了解，该批文物是近年来拱北
海关在旅邮检渠道查获并依法没收
的，包括钱币 66 枚、瓷器 13 件以及古
画两幅，共计 81 件。其中，年代最久
远的是汉代的五铢钱。移交后，这批

文物将由潮州市湘桥区博物馆予以
收藏并展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
护法》等相关规定，
对携带或邮寄出
境未向海关申报的物品，一经鉴定

为禁止或限制出境的文物，海关将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予以没收或进行
处罚；
其中对于依法予以没收的，
海
关将移交文物管理部门指定的国有
博物馆收藏保管。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发出倡议：

企业实行弹性休假 职工非必要不离珠
本报讯 记者王芳报道：
为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市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局 13 日发出《致全市
企业和职工倡议书》。
《倡议书》指出
战
“疫”
仍在继续，防控不能松懈；
动
员企业实行弹性休假，职工非必要
不离珠；
建议企业增强人文关怀，
加
强节日保障。
《倡议书》指出，疫情仍在全球
蔓延，国内零星散发病例和局部暴
发疫情的风险仍然存在，特别是随
着春节和学生寒假的来临，人员流
动和聚集日趋频繁，疫情防控形势
防护

拱北口岸市场

为商户派发
3500 只口罩
本报讯 记者何进报道：
“ 拱北
口岸市场想我们所想，为所有商户
免费发放口罩，帮助我们做好防疫、
避免感染，心里感觉暖暖的。”1 月
12 日，在拱北口岸市场 2 楼经营滋
补品的商户陈先生开心地说道。
连日来，拱北口岸市场党组织
联合迎宾社区党委开展
“爱心口罩，
助力战
‘疫’”
活动，为口岸市场商户
免费发放 3500 只口罩。党员将口
罩分发到每个经营商户手中，叮嘱
大家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此次活动
惠及市场 680 多个档口的商户。
据了解，拱北口岸市场日均人
流 量 5 万 人 次 ，高 峰 期 达 8 万 人
次。自疫情发生以来，拱北口岸市
场管理方按照市、区统一部署、严格
防控疫情，进入市场人员一律要求
佩戴口罩和进行体温检测，每天组
织专人定期对市场内外进行消杀，
在 4 个出入口安排专人值守，督促
商户和顾客佩戴口罩、安全经营。

依然严峻。各企业要毫不松懈统筹安
排好疫情防控、生产经营和职工休息
休假。各职工要按照政府和所在用人
单位的部署，
做好疫情防控、安全生产
工作。坚决守住冬春战“疫”防线，巩
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保障人民群
众健康安全，
缓解节后企业开工压力，
为珠海经济社会的平稳有序发展贡献
力量。
《倡议书》建议各企业结合工作需
要和职工意愿，统筹安排休假，
引导错
峰出行，减少节日期间不必要的出行
和聚集。职工非必要不离珠，
不到中、

高风险地区旅行，尤其避免跨境旅
游；
春节期间非必要不返乡，
尽量留
在珠海过节，
可以使用视频拜年、网
络问候等方式传递祝福。
《倡议书》建议各企业合理安排
节日期间在岗职工休息休假。节日
期间保持连续生产的用人单位，应
按规定按时足额为职工支付加班工
资，
要加强对职工的关怀和激励，
安
排好节日期间的生活，让职工感受
温馨的节日氛围。如职工确需出
行，各企业尽量统筹安排职工错峰
离珠返珠，离返职工要主动登记报

备，各企业要实时掌握职工节假期
间的出行情况和健康状况。
《倡议书》建议各职工要做好个
人保护措施，
注意防寒保暖，
保持室
内通风，
注重个人卫生，
密切关注个
人健康状况，
避免到人群密集场所，
不参加集体聚会，坚持戴口罩勤洗
手、坚持 1 米社交距离、坚持健康扫
码留底。如确需出行，要提前了解
目的地疫情风险等级和防疫措施，
提前申报健康码，主动做好行程记
录，并备好口罩、消毒液等物品，安
全出行。

《细则》同时明确，对于“菜篮子”
生产稳供基地、配送平台和品牌建设
提供扶持资金，该扶持资金按优先安
排市内生产稳供基地建设，适度兼顾
建设过程，
着重建设成效。
其中，市内“菜篮子”生产稳供基
地建设扶持金按认定规模分类别、分
档次、分年度给予市内“菜篮子”生产
稳供基地土地租金、保险保费、新增固

定资产投资给予扶持，按最高档次
计算，一个申报年度一个申请单位
最高扶持不超过 2500 万元。此外，
完成认领年度供应珠海市消费任务
的基地、企业还有最高奖励不超过
500 万元的保供奖励金。
对于市外对口帮扶地区“菜篮
子”
生产稳供基地建设，
我市按认定
规模分类别、分档次给予经珠海市
和对口帮扶地区市级农业农村部门
核准认定的
“菜篮子”
生产稳供基地
一次性奖励，其中最高档认定扶持
金不超过 50 万元。完成认领年度
供应珠海市消费任务的市外基地也
可获得最高奖励不超过 200 万元的
保供奖励金。
在配送平台方面，按认领年度
供应珠海市消费任务量货值排位、
给予经市级农业农村部门核准认定
的
“菜篮子”
产品配送平台一次性认
定扶持金 5 万元，最高不超过 30 万
元，完成认领年度供应珠海市消费
任务亦有最高奖励不超过 200 万元
的保供奖励金。
同时，对经认定的市内“菜篮
子”生产稳供基地和配送平台，按
年度设立品牌建设若干奖励等次
给予“菜篮子”品牌建设示范企业
奖励。其中一等奖最高奖励不超
过 300 万元，二等奖最高奖励不超
过 200 万元，三等奖最高奖励不超
过 100 万元。

设立惩罚机制
弄虚作假将列入严重违法
失信名单
《细则》还设定惩罚机制，若有
关基地、平台、企业存在申报材料经
查实弄虚作假、非不可抗因素，
未完
成认领年度供应珠海市消费任务、
认定起 1 年内被有关部门通报禁用
物质不合格或其他类质量安全检测
不合格达到 3 次或被有关部门列入
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追回或取消
当年各项扶持金和奖励金，3 年内
各级财政资金不予以扶持。

珠海市供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

全面提升为农服务
和城乡社区服务能力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蒋毅槿报
道：为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深化
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和《广东省供销
合作社综合改革专项试点经验复制推
广工作方案》等文件精神，
着力构建社
企分工更合理、关系更顺畅、运行更科
学的管理体制，进一步全面深化综合
改革，
经珠海市政府批准，
珠海市供销
合作联社于近日注册成立珠海市供销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供销投资控股集团公司为社有全
资企业，
按照
“面向港澳、立足三农、服
务城乡”
原则，
以提升为农服务为根本，

通过整合社有优质资源，
构建社有企
业支撑的经营服务体系，
提高社有资
源经济效益，
全面提升供销体系为农
服务和城乡社区服务能力。主要业
务发展方向为农产品供应链、
城乡日
用品消费、涉农金融、再生资源利用
和社有物业租赁管理等。
供销投资控股集团公司作为珠
海市供销合作联社今后创新发展的
主要平台，
对优化社有资本布局，
提
高社有资本运营能力，
推动社有企业
市场化改革，
促进社有企业转型升级
和高质量发展等将发挥积极作用。

我市城乡水利防灾减灾工程
21 宗项目竣工验收工作基本完成

通报

珠海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国家卫健委：
新增 107 例本土病例
本报讯 记者刘联报道：
广东省
卫生健康委员会 1 月 13 日 8 时 26
分公布的信息显示，珠海市前一日
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省卫健委通报：
1 月 12 日 0-24
时，全省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2
例，广州报告 1 例，来自埃及；深圳

报告 1 例，来自中国香港。以上均
在隔离点发现，入境后即被隔离观
察。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1
例，深圳报告，来自中国香港，为跨
境货车司机，在入境口岸例行检测
发现。新增出院 3 例。
国家卫健委通报：
1月12日0-24

时，
31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15
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 8 例（上海 5
例、广东 2 例、福建 1 例），本土病例
107例（河北90例、
黑龙江16例、
山西
1 例）；
无新增死亡病例；
新增疑似病
例1例，
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提醒

新冠病毒“物传人”
“人传人”
并存
市疾控中心建议市民做好防护
本报讯 记者刘联报道：近期，
全国多地通报部分汽车零部件外包
装标本核酸检测呈阳性，不少市民
提出“进口商品被病毒感染的风险
是不是更高”的疑问。1 月 13 日，
珠海市疾控中心专家提醒，目前气
温较低，利于病毒存活，
“物传人”
方
面的确要注意防控。

据市疾控中心介绍，
目前，
新冠
肺炎病毒传播呈现“物传人”
“ 人传
人”并存现象。被病毒污染的物品
一般病毒载量较小，人接触污染物
后成为轻症感染者或无症状感染
者，
而病毒在人体内扩增后，
病毒载
量大，
传播效率就比较高，
再由感染
者传染给密切接触者。

市疾控中心建议市民做好防
护：
在人员密集封闭场所、与他人小
于 1 米距离时佩戴口罩；减少非必
要的聚集性活动，注意保持 1 米以
上社交距离；
儿童、老人、孕妇、患基
础性疾病的人群，尽量减少外出旅
行；若出现发热、咳嗽或腹泻等症
状，
及时到医院就诊。

新建重建水闸 71 座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蒋毅槿报
防灾减灾工程 21 宗项目取得重大
道：记者从市水务局获悉，近期，我市
进展，除小林联围木乃南堤段大门
城乡水利防灾减灾工程 21 宗项目竣
口闸因重大地形变化导致仍在施工
工验收工作基本完成。
外，其余项目已全部完工并通过竣
据介绍，
根据省委省政府、市委市
工验收。
政府部署和要求，我市城乡水利防灾
市水务局及局属相关单位严格
减灾工程自 2003 年启动建设。该工
加强城乡水利防灾减灾工程管理，
程建设内容包括白蕉联围、中珠联围、 工程建设期间，
连续多年获得
“全省
乾务赤坎大联围和小林联围四大联围
城乡水利防灾减灾工程建设先进单
的堤防加固建设及水闸新(重)建，分
位检查评比一等奖”
，
多个项目也被
成白蕉联围、中珠联围、三灶湾堤段、 评为“广东省市政优良样板工程”
雷蛛堤段等 21 宗项目立项实施。其 “广东优质水利工程奖”
“ 珠海市优
中，城市防洪堤段按 100 年一遇防洪
质水利工程奖”
，
市防洪中心也被广
潮标准，其他堤段按 50 年一遇防洪潮
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
标 准 达 标 建 设 ，概 算 总 投 资 23.2 亿
省水利厅联合授予“广东省城乡水
元。四大联围共加固建设堤防长 180
利防灾减灾工程建设先进单位”
。
公里，
新（重）建水闸 71 座。
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市
市水务局高度重视城乡水利防灾
城乡水利防灾减灾工程四大联围的
减灾工程建设，认真组织推进项目实
建成，有效抵御了近年来如“天鸽”
施。市防洪中心全力推动工程建设。 “山竹”等超强台风的袭击，保护了
围内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我市
截至 2019 年底，已通过市水务局组织
全面对接参与“双区”建设、提升粤
的竣工验收项目共 18 宗，2020 年内
港澳大湾区防灾减灾能力奠定了基
市水务局又分别对井岸上段、雷蛛堤
础，为珠海经济特区“二次创业”加
段两项目进行了竣工验收。该两项目
通过竣工验收，标志着我市城乡水利
快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