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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
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东北风4-5级
沿海5-6级
白天最高温度27℃
夜里最低温度20℃
石狮市气象局发布

晴转多云

图事

强调二十国集团应该在后疫情时代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方面发挥更大引领作用
中国将始终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21日晚在北京以视频
方式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
五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
为《勠力战疫 共创未来》的重要讲
话，强调二十国集团应该遵循共商
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多边主义、开
放包容、互利合作、与时俱进，在后
疫情时代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方
面发挥更大引领作用。中国愿同
各国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和平共
处、共同发展，共同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面对人类正在经
历的百年来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
行，二十国集团迅速行动起来，引
领了全球抗疫合作和恢复经济的
方向。当前，疫情仍在蔓延，国际
格局加速演变，单边主义、保护主
义上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
冲击。我建议，二十国集团在以下
几个方面进一步发力。
第一，构筑全球抗疫防火墙。
首先要做好各自疫情防控，加强交
流合作，并向其他国家施以援手。
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协调整合资源，

公平有效分配疫苗。中国愿同各
国加强合作，努力让疫苗成为各国
人民用得上、用得起的公共产品。
第二，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
络。要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恢
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顺畅运
转，探讨重要医疗物资贸易自由
化，便利人员有序往来。希望更多
国家参与中方提出建立的健康码
国际互认机制。支持二十国集团
继续就便利人员往来和货物流通
开展机制化合作，搭建全球合作网
络。

第三，发挥数字经济的推动作
用。以科技创新和数字化变革催
生新的发展动能。加强数据安全
合作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各国
科技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解
决数字经济给就业、税收以及社会
弱势群体带来的挑战，弥合数字鸿
沟。
第四，实现更加包容的发展。
中方克服困难，全面落实二十国集
团缓债倡议，支持延长缓债倡议期
限的决定，并将对确有困难的国家
加大缓债减债力度。帮助妇女摆

脱疫情影响，中方已倡议在2025年
再次召开全球妇女峰会，为推动后
疫情时代妇女事业发展贡献力
量。中方支持联合国明年举办世
界粮食峰会，倡议适时召开国际粮
食减损大会。
习近平强调，二十国集团应该
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多边
主义，坚持开放包容，坚持互利合
作，坚持与时俱进，在后疫情时代
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方面发挥更
大引领作用。
（下转四版）

石狮水稻进入“收获季”
本报讯 我市水稻开始收割。11月21日，在石狮

湿地公园内的水稻种植田里一片金黄，稻穗压弯了腰，
收割机趁着晴好天气收割水稻，而在一旁的拖拉机则
将收割好的水稻运往晒场晾晒。 （记者 颜华杰）

公安交管
“放管服”改革惠及民生
优化营商环境 12 项新措施 11 月 20 日实施

每周关注
11月20日，一些前往市交警大队车辆管理
中队办理车驾业务的市民发现，一些车驾业务办
理起来比以往便捷了许多，一些车主还因为当天
开始实施的“车辆免检”政策而“率先”获得实
惠。原来，自11月20日起，公安部推出的“放管
服”12项公安交管优化营商环境新措施开始实
施，这些措施包括：摩托车转籍异地通办、扩大机
动车免检范围、放宽小型汽车驾驶证申请年龄
等，每项措施的实施，都给群众带来了极大的便
利。
首日见闻：
不少群众“率先”受惠

11月20日是公安交管优化营
商环境12项新措施实施首日。当
天下午，记者来到石狮市公安局车
辆管理中队服务大厅。
在服务大厅，记者看到，门旁
边摆放着一个超过一人高的展
板，上面详细列出了公安交管优
化营商环境的12项新措施。一位
民警正在向围观的市民逐项介
绍，讲解办理流程，并就市民关注
的一些问题现场答疑解惑。在服
务大厅内，记者看到，办事窗口旁

边也摆放着有关公安交管优化营
商环境12项新措施的相关展板。
在3号服务窗口前，一位市民
正在向办事民警咨询车辆免检的
事情。该市民姓黄，前年购买了
一辆9座小车。当天下午，他准备
来办理车辆年检业务，在车辆管
理中队看到优化营商环境12项新
措施中提及“扩大机动车免检范
围”，便来到窗口咨询。办事民警
查看了他的行驶证后，告诉他其
车辆也纳入“六年免检”范围，而
且车辆登记后 6至 10年内，也不
需要每年上检测线检测，只要两
年检一次即可。这让黄先生十分

交警强化
报废车拆解监督

本报讯 11月20日下午，市交
警大队车辆管理中队民警来到蚶
江一汽车报废回收公司，现场监督
报废车拆解过程，对报废车的识别
代码、发动机号等进行认真核对。
通过强化报废车拆解监督，严把机
动车安全管理“源头关”。
（记者 林春凯 通讯员 陈佳仁）
本报地址:石狮市学府路（362700） 邮发代号33-53
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0591-87275327

大量海鲜丰富市民“菜篮子”
本报讯 冬汛是渔业生产的大好时节，11月19日

下午，古浮村一冷冻厂内热闹非凡，数十位工人井然有
序地将刚刚上岸的大量海鲜分拣、保鲜运送，以最快的
速度投放市场，丰富市民的“菜篮子”。
据该冷冻厂负责人蔡先生介绍，当天下午到的
海鲜以花沿鱼居多。“ 现在算是捕鱼旺季，隔一段时
间就会有大量海鲜上岸，我们这段时间从凌晨就开
始忙碌，持续到半夜。”
（记者 蔡怡婷 郭雅霞）

开心，少了几次年检，让他省下不
少年检费用。
“我看这第3条措施说试行私
家车登记持身份证全省通办，这会
给我们带来哪些便利？”在服务窗
口旁边，一位市民指着展板上的内
容向民警咨询。民警告诉他，以前
私家车上牌，如果不是本地户籍，
那就需要提交居住证或者居住登
记凭证。从11月20日，只要是福
建省户籍的，那么在省内任何一个
城市，只要凭车主身份证就可以办
理新车注册登记。简单地说就是：
只要福建省人，买了新车后，可以
根据自己的需要，在省内任何一个

城市上牌。听了民警的解释后，这
位市民大为高兴，因为他经常要前
往厦门，正想着新车怎么挂厦门号
牌呢。在此之前，户籍在石狮的他
如果没有厦门的居住证，新车是无
法在厦门上牌的。
“这几天我们通过渠道宣传
‘放管服’改革新措施，在服务大
厅内外都摆放了相关海报和宣传
材料，很多群众对这次推出的新
措施都很关注。今天虽然是新措
施实施第一天，但前来咨询的群
众却不少。”市交警大队车辆管理
中队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当天前
来办理车驾管业务的群众中，有

福建省副刊名专栏

些群众已经享受到这些新措施带
来的便利和实惠。其中，有的车
主因为扩大机动车免检范围而享
受免检，有的则是在办理摩托车
转籍异地中，享受到“摩托车档案
资料全面实行电子化管理”带来
的便捷。而为了落实好“放管服”
改革新措施，该中队前期也加强
工作人员业务培训，提前开展各
项准备工作。从“首日”情况来
看，前来咨询、办理车驾管业务的
群众有所增多，不过各项工作都
比较平稳，对“放管服”改革新措
施的宣传、解释等工作也让群众
满意。
（下转三版）

湿地公园成为热门实践基地
本报讯 11月21日下午，位于湿地公园内的玉湖

豆腐食品厂，工厂负责人和学校老师正在给学生们讲
解豆腐的文化和历史。这是石狮华侨中学组织的一
次家校联动社会实践活动。据了解，近期以来，石狮
许多学校、幼儿园都前往湿地公园开展研学和社会实
践活动。美丽的湿地自然风光、种类繁多的水鸟林
鸟、富有文化内涵的豆腐食品工厂、金黄养眼的成熟
稻田，给学校开展学生校外实践活动提供了丰富的内
容空间。
（高红卫）

周末一图

渔港鹭影
渔船停泊在祥芝渔港，周围有

一小群白鹭在退潮的海面浅滩上觅
食嬉戏，它们灵动醒目的身影与巨
大的渔船船体形成反差，造成视觉
的冲击感。这是滨海渔业大市石狮
特有的风景。风和日丽下，白鹭们
不时从浅浅的海水中叼起鲜活的小
鱼，常常引起同伴抢食，一阵小小的
悸动，让平静的渔港风景增添了动
感。停泊港口的巨大渔船，尽管体
型庞大，成阵而列，此时却与小小白
鹭形成美感画面，气势强大却不失
和谐。这是一幅能够引发诗人联想
的画面，和谐自然又充满生气，更喻
含着生态环境和海洋经济的丰富话
题。一道滨海石狮的日常风景，恬
静、清秀、灵动、和谐，让人陶醉。
（茅罗平 文/图）

清理浮萍守护一方碧水
本报讯 清理池塘水域浮萍，守护好一方碧水。

连日来，蚶江镇莲中村组织河道沟渠专职保洁人员，利
用网兜等工具打捞清理地处该村中心地带的东田塘水
域大批量浮萍，并运到指定场所集中销毁，还水塘“清
白”，有效维护东田塘水域生态环境。图为专职保洁人
员在池塘护栏边拿着网兜清理水塘内的浮萍
（记者 兰良增 李荣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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