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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辦文件促治內澇：2025年新城區不再現「城市看海」
城市、韌性城市要求，因地制宜、因城施策，提
升城市防洪排澇能力，用統籌的方式、系統的方
法解決城市內澇問題，維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
全，為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提供有力支
撐。
《實施意見》明確，到 2025 年，各城市因地制
宜基本形成「源頭減排、管網排放、蓄排並舉、
超標應急」的城市排水防澇工程體系，排水防澇
能力顯著提升，內澇治理工作取得明顯成效；有
效應對城市內澇防治標準內的降雨，老城區雨停
後能夠及時排乾積水，低窪地區防洪排澇能力大
幅提升，歷史上嚴重影響生產生活秩序的易澇積
水點全面消除，新城區不再出現「城市看海」現

象；在超出城市內澇防治標準的降雨條件下，城
市生命線工程等重要市政基礎設施功能不喪失，
基本保障城市安全運行；有條件的地方積極推進
海綿城市建設。到 2035 年，各城市排水防澇工程
體系進一步完善，排水防澇能力與建設海綿城
市、韌性城市要求更加匹配，總體消除防治標準
內降雨條件下的城市內澇現象。

三方面部署重點工作任務
《實施意見》從三個方面部署了重點工作任
務。一是系統建設城市排水防澇工程體系。實施
河湖水系和生態空間治理與修復、管網和泵站建
設與改造、排澇通道建設、雨水源頭減排工程、

防洪提升工程。二是提升城市排水防澇工作管理
水平。強化日常維護，汛前要全面開展隱患排查
和整治，清疏養護排水設施，實行洪澇「聯排聯
調」，提升應急管理水平，加強專業隊伍建設，
加強智慧平台建設。三是統籌推進城市內澇治理
工作。優化城市布局加強豎向管控，強化規劃管
理與實施，加快開工建設一批內澇治理重大項
目，強化監督執法。
《實施意見》要求，各地區各有關部門要認真
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在「十四
五」時期加快治理城市內澇，落實責任、
加大投入、加強保障、健全制度，
力爭5年內見到明顯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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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辦公廳日
前印發《關於加強城市內澇治理的實施意見》
（以下簡稱《實施意見》）。
《實施意見》提出，治理城市內澇事關人民群
眾生命財產安全，既是重大民生工程，又是重大
發展工程。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黨的十九大和十九屆二
中、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認真落實習近
平生態文明思想，牢固樹立總體國家安全觀，按
照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立足新發展階段、
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堅持以人民
為中心，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堅持統籌發展
和安全，將城市作為有機生命體，根據建設海綿

餐飲戲院旅遊企業註冊量飆
無人經濟企業去年增近2.1萬家「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成特徵
旅遊相關企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昨日發布的《2021 中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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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流通行業新發展趨勢報告》顯示，2021 年前三月，餐飲、電影院、旅
遊等相關企業註冊量均有大幅度增長，分別與 2020 年同期同比增長
57.1%、73.2%和 167.9%。「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成為新註冊
企業顯著特徵。目前中國有超 8.5 萬家無人經濟（主要指的無人值守服
務，是基於智能技術，在消費場景下實現的無導購員和收銀員服務）相
關企業，2020 年更是新增近 2.1 萬家，為歷年新高。有經濟專家對香港
文匯報表示，新增註冊企業料將同步增加就業人數，更將為電子商務、
現代物流、平台運營以及互聯網算法等領域的人才提供就業機會。

該份報告由中國中小商業企業協會與天
眼查聯合發布，在大數據中解析商貿
流通行業和消費在互促共生中的新趨勢、
新動向，探尋在新發展格局下，商貿流通
行業和消費市場的發展新趨勢。

上月餐飲企註冊量創新高
報告顯示，截至 2021 年 4 月，中國共有
92萬家超市便利店。2021年，新增6.9萬多
家超市便利店。報告還顯示，2021年1月至
3 月餐飲相關企業註冊量為 53.7 萬家，與
2020 年同期同比增長 57.1%，較 2019 年增
長10.3%。尤其是在2021年3月，該月註冊
量為32.4萬家，創2019年以來新高。
此外，2021年1月至3月電影院相關企業
註冊量為2,100多家，與 2020年同期同比增
長73.2%，較2019年同期增長37%。旅遊方
面，報告顯示，2021年1月至3月旅遊相關
企業註冊量為 26萬家，與 2020年同期同比
增長167.9%，較2019年同期增長84.3%。
隨着互聯網和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流
通主體呈現出「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
化」的顯著特徵。報告顯示，目前中國有
超過 8.5 萬家無人經濟相關企業。尤其在

2020年，新增近2.1萬家，為歷年來新高，
年同比增長45%。

專家：促進性消費撐起新業態
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
明對此表示，穩就業的前提就是穩市場主
體，因此註冊企業的增加為就業增長提供
了良好的環境。他表示，隨着疫情的緩
解，新註冊企業數量的增加也在情理之
中。其中，有大學生、青年人創業熱潮湧
動的原因，也有受疫情刺激，傳統企業轉
型升級為新業務註冊新公司的原因。「此
外，新的消費熱點或應用場景，也刺激了
新業態公司的誕生。」
他表示，疫情對服務業造成了非常大的
衝擊，今年將既有恢復性消費、報復性消
費，也有促進性消費。「促進性消費很大
意義上，帶來的是消費的新模式和新業
態，將更加具有持久性。」
「如果說穩就業是一道佳餚，市場主體
就是這道佳餚的托盤，只有盤子在、盤子
大，佳餚才能放得住、擺得下。」白明預
計，隨着新註冊公司的增多，失業率也將
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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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消費促進月」
提早開鑼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計
劃啟動一場大規模促消費活動，加速推動
消費市場回暖。
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在昨日舉行
的新聞發布會上稱，近期將組織開展全國
「消費促進月」系列活動，包括舉辦第三
屆全國「雙品網購節」，推出一批數字
化、網絡化、智能化的時尚新品和「絲路
電商」夥伴國的知名商品；舉辦「中華美
食薈」活動，提振餐飲消費；舉辦「老字
號嘉年華」活動，促進老字號創新發展；

辦好首屆中國國際消費品博覽會等。

意在促進消費回升
中國從 2012 年起就開始舉辦「消費促進
月」活動，但該活動往年通常都集中在下
半年。此次提前舉辦，意在加快促進消費
回升和潛力釋放。
消費曾在疫情中遭受重創。今年一季
度，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
33.9%，呈加速回升態勢，但整體規模還
沒有完全恢復到疫情前水平。居民消費仍

受到一定程度制約，消費恢復還不平衡，
一些行業、一些業態、一些品類、一些地
區恢復還比較慢。
商務部消費促進司司長朱小良表示，
今年消費促進活動更加注重惠民實惠，
鼓勵各地方、各部門、各行業為活動定
制實折實扣的優惠措施，同時更加突出
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應用，支持在線文
娛、在線醫療、在線教育、在線旅遊等
線上服務同步促銷，更好滿足日益增長
的消費新需求。

內地八成民眾冀接種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昨日是
全國預防接種宣傳日。當天發布的全國公
眾疫苗認知調研結果顯示，中國超過八成
以上的公眾希望接種新冠疫苗。在調查涉
及的新冠、宮頸癌、肺炎、乙肝、帶狀
疹以及流感六種疫苗接種意願排行榜上，
新冠疫苗排行榜首。另外。截至目前，醫
務人員接種率已經超過了80%。
從年齡上看，「70 後」整體疫苗認知度
最高；「80 後」對成人疫苗接種意願較
高；「00 後」選用保健品來預防疾病的比
例遠高於其他人群；女性對接種疫苗、預
防疾病的認知明顯高於男性。近九成用戶
贊成建立家庭疫苗接種本，以提醒家庭中
每位成員進行疫苗接種。

國家衞健委表示，目前，全球疫情仍處
於持續上升期，中國在堅持做好外防輸
入、內防反彈的同時，要加快推進新冠疫
苗接種。

全國接種逾 2.2 億劑次
據國家衞健委介紹，當前中國新冠疫苗接
種主要圍繞重點地區和重點人群來開展，優
先確保疫情發生風險高的口岸城市、邊境地
區、大中城市，以及既往發生過聚集性疫情
的重點地區推進接種工作。重點人群包括冷
鏈從業人員、醫療衞生人員、機關企事業單
位人員、高等院校學生及教職工、大型商超
服務人員和保障社會運轉的交通、物流、福
利機構相關人員等。

●中國超過八成以上的公眾希望接種新冠
疫苗。
新華社
據健康中國微信公號 4 月 25 消息，截至
4 月 24 日，中國內地累計報告接種新冠病
毒疫苗 22,030.9 萬劑次。另據北京市衞健
委微信公眾號消息，截至 4 月 24 日，北京
市累計報告接種新冠病毒疫苗 2,262.30 萬
劑次，累計接種1,364.61萬人。

餐飲相關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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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境遊受阻催旺國內遊
灣區多市優惠迎
「五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
報道）「五一」長假日近，大灣區各
地提前布局，紛紛出台惠民措施「攬
客」。昨日，在南海影視城舉行的
「嶺南味佛山品」2021 年暢遊佛山
「五一」文旅消費惠民活動發布儀式
上，佛山宣布推出 135 項文旅消費惠
民活動，除了「黃飛鴻武術形式表
演」、「打工人專屬逛吃禮包盲盒」
等特色項目，該市作為「中國廚師之
鄉」、「世界美食之都」，還評出108
道最具佛山特色的菜點，供前往佛山
遊玩的食客選擇。連日來，廣州、深
圳、惠州等大灣區城市亦推出各具特
色的惠民文旅項目。
據佛山市文化廣電旅遊體育局負責
人介紹，今年「五一」有5天假，但出
境遊仍然受阻，居民對國內旅遊產品的
供給需求將更加旺盛。為此，佛山全面
挖掘和整合全市旅遊產品，全力滿足遊
客個性化、多樣化、品質化的文化旅遊
需求。

包盲盒」福利，除了景區門票、餐飲優
惠，還可免費搭乘公交，暢遊新八景；
港人熟知的佛山祖廟，除了門票八折優
惠，每天還會進行黃飛鴻武術醒獅表演
和粵劇表演；同樣是港人熟悉的西樵山
風景名勝區，門票八折外，還會舉行全
國南北獅王爭霸賽。另外，鷺湖景區篝
火晚會、南海影視城名車特技表演等特
色旅遊活動，也將對遊客開放。
旅遊過程中「搜食」指引十分重
要。近期，佛山聯合中國烹飪協會評出
了108道最能代表佛山特色的菜點，包
括 69 道菜餚、9 道湯羹和 30 道點心小
吃。其中，既有風味臘魚乾這類原材料
是地理標誌農產品的菜品，也有佛山倫
教糕這種被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
項目的美食，還有佛山大良炒牛奶獲獎
無數的名菜，每一道菜都是當地的標
杆。

佛山精選108特色菜迎遊客

同樣作為華南重要旅遊目的地的廣
州，近日也宣布「五一」期間將舉辦千
餘場惠民文旅活動，首次推出特色「旅
遊+美食+文化」精品旅遊線路，讓遊
客在賞美景、品美食之餘，深度領略嶺
南文化韻味。深圳 70 多場特色文旅活
動，同樣以「惠」回饋遊客，甚至有酒
店和景區推出4.5折價格的優惠力度。

目前，佛山已策劃推出135項各類文
旅惠民活動，其中，以「惠」促消費，
是最大特點之一。香港文匯報記者發
現，在交通、門票、住宿、餐飲等各環
節，佛山均有不同力度和特色的優惠。
如佛山三水區推出「打工人專屬逛吃禮

穗過千文旅活動
深景區門票打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