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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作家系列专访之二

徐则臣：
永远带着

问题意识去写作
详见 A6

昨日下午，由广东省总工
会、香港工会联合会、澳门工
会联合总会联合主办的大湾
区职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暨澳门特别行
政区成立 20 周年文艺汇演

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 来
自广州、 澳门和香港的职工
代表和劳模工匠代表 3000
多人欢聚一堂，在昂扬的《我
和我的祖国》 合唱歌声中拉
开了文艺汇演的序幕。

图为来自澳门的职工代
表在广州组成数字“70”,共
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羊城晚报记者 周聪
通讯员 王娅文 摄影报道

粤港澳 3000 人
合唱

《我和我的祖国》

临期食品实惠背后有玄机
《办法》第九条规定：“大中

型食品超市应当设置临近保质
期食品销售专区， 将临近保质
期食品分类集中陈列出售。 ”在
棠下村附近的一家大型沃尔玛
超市里，记者看到“临近保质期
商品”专区设置得非常醒目。 不
过， 仔细一看， 记者发现了猫
腻。 两三排临期食品货架上几
乎难看到“黄色” 标签打折商
品，大部分都为“白色”标签正

价商品。 随手拿起一盒
脆谷乐， 生产日期为
2019年 3月， 保质期 1

年，距离过期还有
半年。 再拿起一袋
焦糖味瓜子，生产
日 期 为 2019 年 6

月 ， 保
质 期 8
个 月 ，

距离过期也还有半年。 而这些
食品的价格全部为正价。

根据《办法》第八条规定，
不同食品进入“临期”货架的时
间不同。 比如，保质期为1年以
上的，期满之日前30天；保质期
为半年以上不足1年的，期满之
日前20天； 保质期为30天以上
不足半年的，期满之日前10天。
显然， 沃尔玛的这些临期食品
并不符合“临期”规则，实属“新
鲜货”。

正当记者有些看不明白
时，消费者刘阿姨解开了谜团。
“放在临期货架上，会让人觉得
便宜，其实一点也不便宜。 货架
上经常摆放一些正常货架上的
商品， 或者利润高的商品。 比
如，进口食品就是‘常客’。 ”刘
阿姨说， 一些粗心消费者很容
易掉进“坑”里。

走访中记者还发现，虽
然《办法》已执行多年，但不
少超市依然没有设置相应
的临期食品货架或者嫌弃

“临期”两个字而改换其他。
比如，白云区的一间华润万
家超市就将临期食品放在
了“清货特卖”货架上。相比

“临期”，“清货”会让人感觉

更便宜。而在同区的一间苏
铂超市中，临期食品货架基
本空置，只有“买一送一”的
梅子酒和酱料。

让人眼花缭乱的还有
临期食品定价规则。 走访
中，不少消费者表示，只知
道临期食品价格会便宜 ,
但具体打多少折无从得

知。 记者问了几家超市的
工作人员， 都无法说出所
以然。 一名华润万家超市
主管倒是讲出了该超市的
规则：公司规定，食用油提
前3个月下货架打5折，差1
个月打2折；盒装牛奶提前
1个月下货架打 2.5折，还
剩1周打2折等等。

与实体店相比， 网售
临期食品问题多多。 记者
打开淘宝网搜索临期食
品，看到了大批进口零食，
包括进口饼干、 腰果和糖
果等等。 月销量从几十到
几千不等， 大多是到今年
年底过期。 记者留意到，许
多商家标注了“不支持 7

天退货”的字样。 有消费者
在点评中写到， 收到的临
期巧克力和蔓越莓都已发
霉，却被商家拒绝退货。 在
一款销量较大的印尼饼干
点评中，也有许多“吐槽”：
盒子开口、饼干受潮、外表
不干净。

此外 ，临期食品价格

并不实惠的情况在网购
中也很突出。 比如，某店
家售卖的德国进口高温
灭菌临期牛奶 ， 售价 30
元 /12 盒。 记者在该品牌
天猫旗舰店发现，其价格
为 79 元 /24 盒。 算下来，
临期牛奶每盒仅便宜了 7
毛 9 分。

记者走访发现， 有些商家暗藏
猫腻,消费者选购“临期”要打醒精神

正价商品偷偷挤进“临期”队伍 商家嫌弃“临期”，定价规则混乱

网售临期食品乱象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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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
电 记者从庆
祝 新 中 国 成
立 70 周年活
动 新 闻 中 心
获 悉 ，9 月 7

日 23 时至 8 日凌晨，北京天安
门地区举行了国庆 70 周年庆

祝活动首次联合演练， 约 9 万
人参加演练及现场保障工作。

据介绍，首次联合演练包括
庆祝大会仪式、 阅兵、 群众游
行、联欢活动、转场、应急处置
等六项内容。 其中，持续 1 个小
时的阅兵演练重点进行了阅兵
式、分列式演练。 群众游行演练

重点是集结疏散、整体行进，以
及与联合军乐团、 合唱团的磨
合，与阅兵方阵、联欢活动的前
后衔接。 联欢活动演练了主题
表演和中心联欢表演， 演出人
员熟悉了场地， 烟花燃放控制
系统进行了实地测试。

本次演练重点磨合了庆祝

活动全流程、 核心要素的内部
衔接， 全面检验了各方组织保
障和指挥运行工作， 演练精确
到分、组织有序，达到了预期目
标。 北京市有关方面表示，这次
夜间演练活动， 得到了广大市
民群众的理解支持， 特表示衷
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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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9 月 7 日， 国家
主席习近平就津巴布韦前总统穆
加贝不幸逝世向津巴布韦总统姆
南加古瓦致唁电。 习近平代表中
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个人的名
义， 对穆加贝前总统逝世表示沉
痛的哀悼， 向津巴布韦政府和人

民以及穆加贝先生亲属表示诚挚
的慰问。

习近平表示，穆加贝先生是津
巴布韦和非洲杰出政治家和民族
解放运动领导人，生前多次访华，
为推动中津、 中非友谊合作作出
了卓越贡献。 他的逝世是津巴布

韦人民的巨大损失， 也使中国人
民失去了一位老朋友、好朋友。 中
方珍视中津兄弟般的传统友谊，
愿同津巴布韦政府和人民一道，
继续扩大和深化双方各领域合
作， 推动中津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责编/林丽爱 朱帆 美编/肖莎 校对/潘丽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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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把握建设先行示范区重大历史使命
奋力推动党中央战略部署落地落实

李希马兴瑞王荣王伟中等出席

习近平就津巴布韦前总统
穆加贝逝世致唁电

详见 A2

国庆 70 周年庆祝活动首次联合演练圆满结束
今今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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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山核电
2号机组
具备商业
运行条件

据新华社电 总部位于深圳的
中国广核集团7日通报，北京时间9
月7日17时15分，广东台山核电2号
机组已顺利完成 168小时示范运
行， 具备商业运行条件。 这是继台
山核电1号机组后， 全球第二台投
入商运的EPR三代核电机组。

台山核电一期工程采用EPR三
代核电技术, 建设两台单机容量为
175万千瓦的核电机组， 是中法两
国能源领域在华最大的合作项目。
该项目由中国广核集团、 法国电力
集团（EDF） 和广东省能源集团共
同投资组建的台山核电合营有限公
司负责建设和运营。

据介绍，台山核电1、2号机组建
成后， 预计每年可减少标煤消耗约
803万吨，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超过
2109万吨,相当于造林5850公顷。

羊城晚报讯 记者赵燕华报
道： 广州市将在白云区钟落潭镇
市老人院北区打造一所占地面积
约 2.5 万平方米的广州市老年医
院，规划床位 1000 张，解决老年
人就医问题。 7 日，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发布广州市老年医院项目
一期工程勘察设计招标公告，该
工程总建设面积 13 万平方米，将
新建门诊大楼、 住院大楼等 7 座
建筑，投资总额 13 亿元，争取年
底开工。

打造医养结合服务中心
截至 2017 年年底，广州市户

籍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161.85
万人， 占户籍人口的 18.03%，比
2016 年增加 7.24 万人， 居民平
均期望寿命达到 81.96 岁。 但是
根据统计， 截至 2017 年年底，全
市 4058 家医疗机构中有 82 家机
构设立老年病科，比例约 2%，因
此非常需要一所示范性大型老年
专科医院。

2018 年 8 月，广州市老人院
医院更名为“广州市老年医院”，
并已获批进行扩建。此前，该院是
广州市老人院的内设医院， 拥有
220 张床位， 年门诊量约 2 万人
次，年住院量近 2000 人次。

今年广州市两会期间， 广州
市政协社会法制民族宗教委员会
副主任骆美全曾透露， 广州市老
年医院已获批进行扩建， 拟在当
前该医院基础上进行扩建， 建设
周期为 2019 年至 2023 年。

而本次招标为一期工程勘察
设计， 位于白云区钟落潭镇上水

市老人院北区， 距离广从公路入
口处的公交上水站约 100 米，站
内有 5 条长途客车可到达。 距离
地铁 14 号线(嘉禾望岗-街口 ）新
和站约 1.6 公里，交通便利。

根据广州市老年医院项目功
能设计需求书， 广州市老年医院
项目， 定位为高标准打造老年人
全生命周期医养结合服务中心、
老年医学专科、人才培养中心、老
年医学研究与技术创新中心，建
成国内一流、 引领粤港澳大湾区
的高水平三级老年医学特色的综
合医院。

项目分两期进行建设
根据需求书，广州市老年医院

项目规划床位 1000 张， 分两期进
行建设。 其中一期工程占地面积约
25000 平方米， 总建设面积 13 万
平方米， 其中地上面积约 10 万平
方米， 地下面积约 3.3 万平方米。
扩建将新建门诊大楼、 住院大楼、
备勤楼、公共食堂、垃圾站、太平
间、地下车库等 7 座建筑物。

二期总建筑面积 52310 平方
米，地上建筑面积 37350 平方米，
地下建筑面积 14960 平方米，主
要建设医疗、科研、教学及相关配
套和地下停车库。

停车配套方面， 一期配建机
动车停车位 1018 泊，其中地下机
动车停车位约 785 泊； 非机动车
停车位为 3054 泊，救护车、卸货
车车位 20 泊，出租车车位 20 泊。
二期 374 泊机动车位全部位于地
下，非机动车位 1121 泊，救护车、
装卸货车 8 泊，出租车 8 泊。

广州市老年医院
争取今年底开工

位于白云区钟落潭镇市老人院北区， 规划
建设 1000 张床位

涉嫌焚烧国旗的香港男子

出庭受审
不准保释
据新华社电 因涉嫌焚烧国旗

被香港警方日前拘捕的一名男子，
7 日早上在九龙城裁判法院出庭受
审。 裁判官押后案件再审，被告不
准保释，还押监房看管。

香港警方早前拘捕一名 22 岁
男子，涉嫌 9 月 1 日在东涌焚烧国
旗、横幅、杂物及水马（塑料制壳体
隔栏）等。 他被控刑事毁坏、串谋侮
辱国旗、串谋纵火及纵火罪，7 日早
上于九龙城裁判法院出庭受审。

裁判官押后案件至 11 月 15 日
再审，以待进一步调查，包括鉴证现
场检获的伸缩警棍、疑似气枪等，以
及查阅闭路电视片段， 追查被告八
达通交通卡记录。因案情严重，证据
充足，被告不准保释，须还押候审。

守守护护
止止暴暴制制乱乱
香香港港

相关报道见 A3

羊城晚报讯 据中国地震台网
正式测定：9 月 8 日 6 时 42 分，四川
省内江市威远县(北纬 29.55 度，东经
104.79 度)发生 5.4 级地震，震源深度
10 公里。 四川成都、宜宾、德阳等地
震感强烈。 据当地应急管理局通报，
截至上午 10 时， 地震已致 1 人死
亡，29 人受伤（其中 2 人重伤），房屋
倒塌 17 间、轻微受损 215 间。

今今天天
消消息息

四川威远
5.4 级地震

视觉中国供图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

广州的黄女士经常乐呵呵地往
家里搬超市“临期”的鱿鱼丝和乌
龙茶，既满足了口腹之欲，又享受
到了临期食品带来的低廉价格。 所
谓临期食品，是指即将达到食品保
质期的食品。

早在 2016 年， 广州就出台了
《广州市临近保质期和超过保质期
食品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
法》），并对临期食品的陈列、退货
等环节作出明确规定, 以保证消费
者的“食品安全”。

如今三年过去了，广州各大超
市执行得如何呢？ 羊城晚报记者近
日走访广州各大超市发现，临期食
品种类多、价格低，但“坑”也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