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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日，广州市发展改革委在官网发布通知称，
六榕寺、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荔湾区博物馆、白江
湖森林公园、广州大剧院被纳入《广州市新增一批
国有景区降低门票价格名单》。 新门票价格自
2019 年 9 月 10 日起执行。

其中，六榕寺门票从 5元改为免费，西汉南越王博
物馆门票从 12 元降为 10 元， 广州大剧院门票从 30
元降为 15 元， 白江湖森林公园门票从 40 元降为 10
元，荔湾区博物馆门票从 10元降为5元。 （唐珩）

羊城晚报热线（020）87776887

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广东广播电视台、羊城晚报
政风行风热线（020）36235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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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戴曼曼报道：今
年7月，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联
合省工信厅等部门发布《广东省支持
中小企业融资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
22条具体措施， 其中最大创新之处在
于运用金融科技手段建设中小企业融
资平台。目前“中小融平台”进展如何？
9月10日，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上线“民声热线” 时透露，“中小融平
台”已在6月底试运行，将争取在9月底
正式上线运行。

广东的“中小融平台” 有哪些特

点？ 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
何晓军表示，“中小融平台” 的主要功
能特点体现在数据整合、 风险评价以
及智能匹配三个方面， 将对中小企业
的融资需求和商业银行的信贷产品进
行线上智能对接。 平台将集中省、市
政策资源，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贷款、
增信、贴息和风险补偿等“一站式”配
套服务。

“平台除了智能匹配融资，还能够
为中小企业提供特色化的金融服务，
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和出口制造型企
业”，何晓军举例称，仅智能供应链融
资， 即依托核心制造业企业和物流企
业真实供应链信息， 为上下游中小企
业提供无抵押的订单融资和应收账款
融资，首期预计可为超过4万家中小企
业提供融资服务。

在“民声热线”上，针对市民反映
遭遇砍头息、高利息等现金贷乱象，何

晓军表示， 民间借贷36%以上贷款利
息不被国家保护， 建议所有遇到这种
情况的市民可以向有关部门进行投
诉，法律上保护你不受高息的侵扰，高
于规定的部分如果用法律来衡量是可
以不予负担的。

何晓军在现场回应时表示， 将立
马着手研究方案， 请金融科技公司对
现金贷APP公司进行扫描和预装并且
进行利率测试， 如果出现超出利率限
额的现金贷APP将出手整治。

据悉，按照国家三年风险攻坚战的
要求， 在明年年底之前，P2P行业除了
少量严格备案的机构，其他的机构都应
该制定退出计划。 广东地区P2P的监管
情况如何呢？ 何晓军透露，从广东省的
情况来看，希望今年年底之前多数机构
能够做出市场退出清算的计划，还有一
些极少量的P2P网贷公司会向国家互
联网整治办公室申请监管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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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遭遇砍头息高利息可向有关部门进行投诉，获取法律保护

广州五家国有景区门票降价

六榕寺免费开放
广州大剧院门票减半

除了内涵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汕
尾还拥有绝佳的区位优势，是珠三角通
往粤东地区的“桥头堡”，也是珠三角外
溢效应的第一圈层， 而且拥有长达455
公里的海岸线，滨海资源领秀南粤。 但
如何将这种发展优势转化为发展成
果，是汕尾市委市政府近年来一直在
努力探索的方向。 在汕尾土生土长的
“70后”余先生，是一名公务员，他对
此便深有感触，也见证了汕尾近年来
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前汕尾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基
础设施落后、市容市貌也确实不尽如人
意，虽然拥有很好的滨海资源，但却因
为种种原因没有得到合理有效的开发，
很难吸引到外地游客。 ”余先生告诉记
者，这些城市发展的短板在近年来得到
了极大的改善，尤其是轰轰烈烈的创文
工作开展以来，汕尾的改变是显而易见
的，如今走在汕尾城乡，可以明显感受

到城市环境卫生的显著改善，生态与居
住环境的不断优化，城乡环境脏、乱、差
的面貌已得到大幅度改变。

余先生说，创文不仅美化了环境，
也优化了当地的投资环境， 有力提振
了汕尾全市党员干部的精气神， 群众
对政府的信任度、 满意度明显提高。
去年， 汕尾还连续获得了“广东省卫
生城市”、“广东省文明城市提名城
市”这两块金字招牌。

除了围绕品清湖大做文章，力促市
区扩容提质实现质的飞跃外，汕尾近年
来也积极统筹陆海空间，大力布局现代
产业，谋划发展海岸经济：从空中俯瞰
汕尾，碣石湾畔矗立起宝丽华、中广核
等电力能源、先进装备制造和海上风电
集群， 汇聚成千亿级的经济产业带；全
长455公里的海岸线，将保利金町湾、红
海湾、玄武山、金厢海滩等风景名胜串
珠成链，打造滨海黄金旅游带。

客家人李金东1974年出生于汕
尾陆河，今年是他在家乡河口镇营下
村做村支书的第九个年头了。 在回家
乡之前，他已在深圳等珠三角城市打
拼了整整18年，家乡一直是他心头的
牵挂。 其间，他也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在1999年成为一名党员。

那时候的家乡， 在李金东的记忆
中，是一个交通闭塞，没有自来水，电
力供应时有时无的山沟沟， 经济发展
无从谈起。 而彼时的汕尾市，各项基础
条件都相对薄弱， 正处于发展的起步
阶段。

直到2011年，在党组织的动员下，
事业已小有成就的李金东，在“带领村
民过上好日子”的初衷驱使下，毅然放
弃了深圳户口， 带着50万元资金和乡
贤的50万元捐款， 回乡当起了村支部
书记。 去年，李金东作为一名来自基层
的全国人大代表，首次进京履职，并当
面聆听了总书记的谆谆教诲。

甫一回到家乡，李金东在全国大力
提倡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结合汕
尾近年来突出抓党建示范，发挥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 选择从引导村民搞好家乡
环境着手改变家乡村容村貌， 通过垃圾
收集装运，改变以往“污水基本靠蒸发，
垃圾基本靠风吹”的脏乱差面貌。

此外， 李金东还带领村委班子，
充分用好上级对贫困村和美丽乡村
建设的扶持政策，一方面利用村里现
有山、水、田、林等自然资源，鼓励村
民种植糯米、甘蔗、青梅、荔枝等特色
农产品，助推乡村振兴，增加农民收
入；另一方面则不断完善欠账多年的
基础设施建设， 在环境卫生整治、垃
圾清运、污水排污、村民安全饮用水、
农村道路拓宽、村民休闲小广场的建
设等民生工程的推进上也卓有成效，
大大提高了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我们还搞特色旅游，游客来了，
村民也能通过经营食宿赚钱。 ”李金东
告诉记者，得益于省委省政府加强对粤
东粤西粤北地区的大力支持，现在高速
公路已修到家门口，深圳对口帮扶汕尾
也带来了很多产业，现在到河口镇乡村
游的人越来越多，村民可以在家门口就
业，很多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都选择回

来就业了。可以说，将资源转成资产，产
品转成商品的农旅融合模式，既留住了
绿水青山，也搬来了“金山银山”。

如今走在营下村， 村道不再是坑
坑洼洼的泥巴路， 夜晚也不再漆黑得
伸手不见五指， 老人们在凉亭喝茶闲
聊， 孩子们在公园里嬉戏玩闹……一
年前的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广
东代表团审议时， 李金东围绕实施美
丽乡村战略作了发言。 时隔一年，看
着家乡的美丽嬗变，李金东按捺不住
内心的喜悦， 在自己的朋友圈写下：
“总书记：我想对您说，这一年多来我
们海陆丰革命老区发展日新月异，变
化很大！ ”

李金东所在的陆河县摸索出了一
套可供复制推广的旅游扶贫开发经
验，而这套“陆河模式”，也正是汕尾推
进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工作的一个缩
影： 放眼整个汕尾大地， 讲好红色故
事、 弘扬革命传统成为了汕尾人的新
风尚。 曾经的一些“空心村”正依托着
丰富的红色资源和生态资源优势，变
成远近闻名的红色旅游村。

农旅融合：留住绿水青山，也搬来金山银山

善美之城：重塑城市形象，奋力开创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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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汕尾市人民政府的统计数
据显示，汕尾的地区生产总值已由1978
年 的 4.67亿 元 提 高 到 2018 年 的
920.32亿元，2018年汕尾地区生产
总值是1978年的84.1倍（按可比价
格计算），年均增长11.7%；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也由 1978年的286元增加到
2018年的30825元， 增长了43.8
倍（按可比价格计算），1979年-2018年
年均增长10.0%。

●而在今年上半年， 汕尾全市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452.41亿元，同比
增长6.9%，增速分别比全国、全省快
0.6个和0.4个百分点。 全市居民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11560 元 ， 增 长
7.9%， 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14033元，增长8.0%；农村
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520元，
增长7.5%。

丁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汕
尾近年来发展的最大亮点之一便是

联手兄弟城市深圳 ，设立了深汕特别
合作区 ，把 “特区 ”搬到了家门口 ，这
对于汕尾而言 ，无异于装上了一个带
动汕尾加速发展的经济引擎 ，同时随
着深圳力量的介入 ，汕尾当地包括交
通基础设施在内的市政建设也会迎

来一个加快发展的阶段 ，汕尾要充分
借助兄弟城市的力量 ，迎来新一轮的
发展和质的飞跃。

与此同时， 丁力对于汕尾近年来
因地制宜大力挖掘红色旅游资源 ，加
快谋划发展海岸经济的做法也表示

“点赞”。丁力建议，汕尾还应该依靠自
身优势 ，融入国家 、省战略大局 ，科学
谋划海洋经济发展定位，在现代农业、
现代海洋渔业、 现代水产养殖业等方
面加快推进建设， 努力提高该市的海
洋经济总量与发展质量， 使之与其拥
有的丰富海洋资源相匹配。

广东省社科院教授丁力：

汕尾要充分借助
兄弟城市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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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发展成就巡礼·广东篇壮丽七十年
奋斗新时代 作为最靠近粤港澳大湾区的粤东沿海城市， 拥有丰富红色资源的

汕尾，正立足于自身的资源禀赋，努力将发展优势转化为发展成果

今年8月5日，省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
导小组首次公布了广东省2018年度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工作情况，汕尾在粤东
粤西粤北片区15个地市中的评分排名第一。
优异成绩的背后，是汕尾依托当地厚重的红
色文化资源，打造的一个个脱贫攻坚与乡村
振兴深度融合示范样板， 是当地农村美起
来、产业强起来、农民富起来、游客想着来等
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从 1988 年建市至今， 汕尾已走过了自
己的而立之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汕尾
正围绕省委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构建
“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的决策部署，
瞄准“建设成为沿海经济带的靓丽明珠”的
全新定位，充分发挥环湖、依山、滨海的资源
禀赋， 打造全省东翼沿海经济带战略支点，
积极谋划发展海岸经济，扎实推进“融湾强
带”战略，奋力在新时代中走出一条革命老
区高质量发展的路子。

红红色色基基因因助助乡乡村村振振兴兴
善善美美之之城城育育沿沿海海明明珠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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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 赵映光

羊城晚报讯 记者严艺文，
通 讯员 谢 清原 报道 ：9 月 10
日， 广东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
“质量月”现场观摩活动广州站
在中交四航局车陂路至新滘东
路隧道工程项目（以下简称 “车
陂隧道项目 ”） 正式拉开帷幕。
羊城晚报记者在现场了解到，
该项目横跨天河区和海珠区，
是连通黄埔、天河、海珠、番禺
交通动脉的重要环节。 整个工
程预计 2022 年年中建成通车，
试运营一年。 届时， 驾车过珠
江， 从车陂南到万胜围只需 1
分钟左右。

据介绍 ， 车陂隧道项目
2017 年 12 月 10 日开工建设，
总投资 24.5 亿元。 项目南起新
港东路，下穿珠江，向北与待建
的临江大道、花城大道相交，终
点止于黄埔大道交叉口， 全长
约 2070 米。 道路等级为城市主
干路，设计车速为 60 公里 / 小
时。 项目含跨江隧道一座、中桥

一座、 沉管预制干坞一座等主
要工程结构。跨江隧道为双向 6
车道，隧道总长 1562 米。 其中，
沉管隧道段 492 米， 采用 4 节
沉管， 每节长 123 米， 重 3 万
吨。 这也是广州市目前过江沉
管最长的隧道。

记者在工程现场看到 ，每
节沉管分为 7 小节， 目前正在
进行顶板钢筋绑扎。 首节沉管
初定 10 月开始节段浇筑，前两
节沉管预计明年 7 月或 8 月沉
放。 整个工程进度完成约 30%，
目前已完成航道改迁、 石磷桥
涌改道、沉管预制干坞建设，正
在开展天河隧道基坑开挖 、沉
管全断面预制等工作。 建成通
车后， 将建立新滘东路─车陂
路─广园快速─内环路─工业
大道的快速环路系统， 拉大主
城区框架。 市民驾车从车陂南
过江到万胜围只需 1 分钟左
右， 无需再绕行琶洲大桥和东
圃特大桥。

汕 尾 全 长 455
公里的海岸 线 ，将

红海湾 、 玄武山等风景名
胜串珠成链，打造滨海黄金旅游带

羊城晚报记者 周巍 林桂炎摄

车陂隧道预计 2022 年建成通车

从车陂南到万胜围只需 1 分钟

“中小融平台”月底正式上线

9月 11日凌晨， 苹果发布新一代 iPhone（iPhone�
11、iPhone� 11� Pro、iPhone� 11� Pro� MAX）、Apple�
Watch、iPad等新品，同时推出Apple� Arcade、Apple�
TV+等全新功能和服务。 最具看点的是，iPhone 新品
定价大幅下降，iPhone� 11、iPhone� 11� Pro、iPhone�
11� Pro� MAX 国行起售价格分别为 5499 元、8699
元、9599 元。 9 月 13 日起中国用户可以进行预订。

业内专家认为，新 iPhone 定价缩水或因未搭
载 5G 的竞争压力， 以及对全球市场提振销量的
期望。 （林曦 贺子傲）

新 iPhone 今晨“低价”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