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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丹丹）记者昨日
从市住建局代建办了解到，金钟湖公
园坝上的松涛水镜区、诗径花语区、坝
上环湖健步区计划同步在今年国庆节
前开放，这些区域都是本次改造新增
加的游园区。

■新增420亩游园区域
为使公园更加美观，增加游园的

多样性。市住建局在金钟湖公园增设
了松涛水镜区、诗径花语区的建设，两
个区域加起来面积达420亩。

松涛水镜区位于市儿童公园对开
的位置，在原来进入金钟水库绿道主
干道的右侧，原来区域为山地，之前一
直未开放给市民使用。松涛水镜区登
山步道约656.6米，此次更新绿化面积
约 27809平方米。诗径花语区是金钟
水库绿道原香蕉林区域，经过林相改
造，现在已经种植了大量开花植物，包
括宫粉紫荆、红花羊蹄甲、小叶紫薇、
黄花风铃木等，现在正是小叶紫薇开
花的季节，不少植物也正在开花，包括
射干、炮仗竹等让诗径花语区繁花满
眼，区内还设置了不少登山栈道供市
民游玩。目前诗径花语区人行栈道约
1337.4米，并建成景观塔，成为金钟湖
公园的核心景观。

■正建设两座水上人行通道
金钟湖公园此次改造新增了两座

水上人行通道。记者昨日上午进入金

钟湖公园施工现场，两座水上人行通
道正在建设当中，其中桥墩已经基本
建成，下一步将进行桥面吊装。

“原来人行道和自行车道混在一
起，走完全程需要 12公里，一些游客
反映会遇到体力跟不上或者无法尽快
走出水库。现在如果行人通过两座水
上人行通道，就能少走约 2公里，也

能获得更好的亲水体验。”工作人员介
绍。

此次金钟湖公园改造采取人车分
流的道路设计，在原有的4.5米宽绿道
旁加建专供游人步行的栈道，中间用
绿化带隔离开，提高了安全性，记者在
采访中了解到，目前金钟湖公园已经
完成约7公里的人行步道。

金钟湖新景拟国庆前与市民见面
增加420亩游园区域，新建两座水上人行通道

诗径花语区种植大量开花植物。 本报记者 文波 摄

建设中的人行跨水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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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启艳 通讯员 李
文静）近日，我市印发了《中山市政府
投资项目立项审批改革实施细则》（简
称《实施细则》），共出台九项改革举措，
旨在打造项目审批“高速公路”。

■压减部分项目审批手续
《实施细则》的规定范围是使用市

级财政统筹的资金所进行的固定资产
投资项目。省级以上审批权限项目和党
政机关办公用房项目按国家和省有关
规定执行。

据初步测算，我市政府投资项目
从纳入预备库到开工，平均周期需要
2-3年，项目前期工作仍然受到审批程
序、要素落实各方面制约。《实施细则》
的出台，进一步简化了投资立项审批
手续，规范和压减审批要件。比如，压
缩基建项目管理范围。单纯购置项目，
总投资 200万元以下的装修工程、修缮
工程，不纳入基本建设管理，无需办理
可研、概算、招标核准等基建程序。压
缩立项审批项目范围。对于总投资
1000-3000万元的项目，简化为项目投
资估算明细表审批；对于总投资 1000
万元以下的项目，纳入预备库后，无需
办理可研立项审批手续，直接办理概
算审批手续。

以 2018年审批情况为例，全年审批
政府投资项目中，总投资1000万元以下
项目个数占比约 60%；总投资 1000-
3000万元项目个数占比约24%。改革后，
约 60%的项目无需办理可研立项手续，
预计可提速10个工作日以上；更重要的
是，项目单位无需在可研审批阶段提前
完成用地预审、规划选址等前置手续，
预计可提速20个工作日以上。

《实施细则》还简化了农村公路审
批手续。对于农村公路建设项目，由市
交通运输局会同市发改局按照农村公
路建设规划编制建设项目库报市政府
批准，列入项目库的项目视同已完成项

目可研审批。改革后，纳入农村公路建
设项目库的项目，无需办理可研审批手
续，直接办理概算审批手续。

■优化流程推动快速审批
《实施细则》推行项目全过程咨询

服务。提出鼓励建设单位将环境影响评
价报告、节能报告、水土保持方案等专
项报告以专门篇章纳入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鼓励建设单位委托单一咨询单
位或联合体方式提供招标代理、勘察、
设计、监理、造价、项目管理等全过程咨
询服务。

试行同步评审模式。《实施细则》
提出将初步设计审查与概算审核合
并，由行业主管部门同步组织开展，统
一出具评审意见，预计可提速 10个工
作日以上。

优化招标核准流程。政府投资项目
经批准纳入基建计划预备库后，需提前
开展勘察、设计等与工程有关的服务招
标的，其招标事项可以在项目可研审批
前单独申请招标核准。改革后，预计可
提速20个工作日以上。

简化可研修编环节。概算投资超
可研批复投资 10%以上的项目，由建
设单位开展可行性研究报告修编，经
市政府同意调整功能定位、建设内容
及规模、标准等的项目，免予可行性研
究报告重新论证和重新批复，直接审
批项目概算。

其他措施还包括实行容缺受理制
度。对次要申请材料不全的事项，审批
部门先行收件并开展审核评估工作，待
材料收齐后作出审批决定。统一审批事
项名称和申请材料。根据国家工作要
求，统一投资项目审批事项名称和申请
材料清单，进一步明确细化相关审批事
项办事指南，切实规范投资审批行为，
提高投资审批“一网通办”水平。

《中山市政府投资项目立项审批改革实施
细则》出台

九项举措打造项目审批“高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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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
工作的通知》。

通知指出，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
更好发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以下简称
专项债券）的重要作用，着力加大对重
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增加有
效投资、优化经济结构、稳定总需求，保

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经中央领导同志
同意，现就有关事项作出通知。

据新华社电 6 月 1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致电托卡耶夫，祝贺他当选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总统。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哈是真诚互信的友
好邻邦和合作共赢的全面战略伙伴。当前，两国

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双方共建“一带一路”取得
丰硕成果，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走在前
列，双边关系具有广阔发展前景。我高度重视中
哈关系发展，愿同你建立密切联系，推动中哈关
系继往开来，行稳致远。

据新华社电 日前，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自2019年7月1日起施行。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人类遗传
资源管理问题。《条例》在1998年制定的
《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施行经
验基础上，从加大保护力度、促进合理
利用、加强规范、优化服务监管等方面
对我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作了规定。

一是加大保护力度。《条例》规定，
国家开展人类遗传资源调查，对重要
遗传家系和特定地区人类遗传资源实
行申报登记制度。外国组织及外国组
织、个人设立或者实际控制的机构需

要利用我国人类遗传资源开展科学研
究活动的，采取与中方单位合作的方
式进行。将人类遗传资源信息对外提
供或者开放使用的，应当备案并提交
信息备份，可能影响我国公众健康、国
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通过
安全审查。

二是促进合理利用。《条例》规定，
国家支持合理利用人类遗传资源开展
科学研究、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提高诊
疗技术，提高我国生物安全保障能力，
提升人民健康保障水平；有关部门要
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加强创新体系建
设，促进生物科技和产业创新、协调发
展；对利用人类遗传资源开展研究开

发活动以及成果的产业化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予以支持。

三是加强规范。《条例》规定，采
集、保藏、利用、对外提供我国人类遗
传资源，不得危害我国公众健康、国家
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应当符合伦理
原则，保护资源提供者的合法权益，遵
守相应的技术规范。开展生物技术研
究开发活动或者临床试验，应当遵守
有关生物技术研究、临床应用管理法
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条例》
对采集、保藏我国人类遗传资源，利用
我国人类遗传资源开展国际合作科学
研究等审批事项，明确了审批条件，完
善了审批程序。

四是优化服务监管。《条例》要求，
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应当在方便申请人
利用互联网办理审批、备案事项等方
面优化和改进服务，加强对采集、保
藏、利用、对外提供人类遗传资源活动
各环节的监督检查。同时完善了相关
法律责任，加大了处罚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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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哈萨克斯坦
当选总统托卡耶夫致贺电

中办国办印发
《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

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公布，7月1日起施行

开展调查加大保护力度
加强规范支持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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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隋胜伟）6月 10日，
市长危伟汉到中山市气象局和市医疗
保障局调研。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改革创新，提
升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的水平，为经济社
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
坚实保障。

在中山市气象局，危伟汉来到了该
局的科普展厅和中山气象科普馆，了解
我市每年受台风、暴雨等天气影响以及
气象科普工作开展情况。随后，他来到

中山市气象台（中山市突发事件预警信
息发布中心），了解应急预警信息发布
流程，要求进一步完善预案，密切加强
与媒体的配合，将应急预警信息第一时
间向社会发布。

危伟汉强调，一直以来，气象工作
为中山改革发展、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良好的社会秩序保驾护航，充分
体现了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进入汛
期，中山在防汛、防内涝、防台风等方面
的工作任务仍然很重，气象部门要切实
保障好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履行好政治责任和工作职责。要
在省气象局的领导和市委、市政府的部
署安排下，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动气
象工作朝着有利于中山气象事业、气象
队伍建设、气象科研成果运用普及等方
面发展。

危伟汉随后来到市医疗保障局，
走访相关科室，了解我市为群众提
供的医疗保障服务，要求设身处地
为群众着想，提供高水平的医疗保
障服务。

危伟汉指出，医疗保障是社会保障

体系中的重要部分，要强化责任意识，
落实好国家和省的医疗保障要求，真正
为人民群众健康负责。市医疗保障局的
成立是体制机制改革的亮点，是改革创
新的重要举措。要尽快将队伍工作水平
调整为最佳状态，适应不断增加的人口
需求，适宜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需要。
要以创新的精神，改革的意识，不断提
高工作能力和水平，助力国际医疗中心
建设，构建完善的、高水准的医疗保障
体系。

危伟汉到中山市气象局和市医疗保障局调研

以改革创新精神提升服务大湾区水平

骨科医生李绪松工作18年主刀4000多台手
术，还曾两次赴山区支医帮扶

病人把他当家人 有啥喜事都请他

黄圃镇鳌山村整治河涌，以龙舟文化提升村民凝聚力

疏通河道“肠梗阻”
村民“游龙”乐开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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