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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香港特区行政
长官林郑月娥8日表示，在过去的
长周末， 暴徒在香港各区施行严
重、广泛的破坏行为，包括针对港
铁和目标商户进行破坏、 袭击普
通市民， 以及设置非法路障并截
查车辆等， 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
地步， 特区政府会以最大决心制
止这些暴力行为。

林郑月娥8日出席行政会议
前会见媒体。她表示，暴徒的暴力
破坏行为对香港的零售、餐饮、旅
游和酒店业造成严重打击， 影响
共约60万基层员工的生计。 特区
政府将尽快落实早前提出的连串
措施，帮助这些行业纾困。

林郑月娥表示， 暴乱已经持

续近4个月，必须采取一些更坚定
的行动去处理这次前所未见的恶
劣情况。 订立《禁止蒙面规例》的
目的是协助警方执法， 以及避免
人们，特别是年轻人，以为蒙面之
后就无人能辨别他们的身份而罔
顾法纪，做出违法行为。

林郑月娥强调，无论任何人，
尤其是外国人士， 要评论香港现
在的情况，首先要客观地看事情，
第二是要认清事件的本质， 第三
希望他们有一颗同理心， 香港发
生的事情要是在其国家发生，他
们会采取什么行动。 他们不能恶
意批评香港， 或者为香港的暴力
示威者撑腰， 说这是和平表达诉
求的自由，这是不负责任的评论。

内镜检查及活检是上消化道癌
早期诊断的金标准， 但我国内镜医
生十分短缺。 根据一份2014年发布
的统计报告，我国4万多名内镜医生
要承担每年1.2亿例内镜检查的重
任，远远不能满足临床实际需求。 另
一方面， 由于早期上消化道癌常缺
乏典型的内镜下表征，极易漏诊；加
之不同级别医院的内镜医生水平差
异很大， 导致我国早期上消化道癌
的检出率低，早诊率不到10%，严重
制约了疗效的提高。

针对上消化道癌内镜早诊这一
临床难点，两年多前，徐瑞华带领由
数十位专家组成的团队开展了多学
科联合攻关， 成功自主研发出具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上消化道癌内
镜AI辅助诊断系统（GRAIDS）。 经
临床实践数据验证， 对上消化道肿
瘤的诊断敏感性高达90%以上。

“在临床操作中，AI能够将病变

部位勾勒并定位出来，相当于内镜医
生的第三只眼。 ”徐瑞华表示，该系统
还能够依据指南要求自动采图存储，
减少医生“一心两用”、“手脚并用”带
来遗漏关键信息的可能性。 该系统的
研究和应用，相当于一个顶尖的内镜
专家在实时指导内镜检查操作，极大
提升了内镜检查的速度和质量。

这一系统的获益者不仅是医生。
徐瑞华介绍，他们还构建了基于云技
术的多中心上消化道癌内镜AI诊断
平台，该云诊断平台可以自动捕获内
镜检查图像上传至云端进行AI分析。

“普通患者如果对自己的内镜检查报
告有疑惑， 也可以通过这个系统，输
入数据，让AI辅助分析和判断。 ”

他介绍，临床医生和患者还可通
过公共网站， 免费访问开放共享的
GRAIDS系统，并根据提示自行上传
内镜图片， 重新评估已有诊断的准
确性。

内镜医生长出第三只眼
早期病变识别率超90%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徐瑞华教授团队自主研发上消化道肿瘤内镜AI辅助诊断系统，
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柳叶刀·肿瘤》上 羊城晚报记者 丰西西 通讯员 黄金娟 余广彪

上消化道癌的早期诊
断早期治疗是提高疗效
的关键，可在我国，早诊
率却不到 10% 。 两年多
前，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
心徐瑞华教授团队自主
研发出具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的上消化道癌内
镜 AI 辅 助 诊 断 系 统
（GRAIDS）。 经临床实践
数据验证，对上消化道肿
瘤 的 诊 断 敏 感 性 高 达
90%以上。

10月8日，记者获悉，
相关研究成果已正式在线
发表于肿瘤学顶尖期刊
《柳叶刀·肿瘤》上。这标志
着我国科学家在探索人工
智能肿瘤学领域临床转化
和落地应用方面迈出了国
际领先的一步。

这一系统的准确率如何？
如何保证它的准确率呢？ 记者
获悉， 在应用前， 研究团队已
经用一年多时间让AI对5万余
张上消化道癌患者和12万余
张正常人内镜图像数据的识别
和深度学习， 该系统对癌变的
诊断准确率可以达到96%，对
早期（I期）病变的识别率可以
达到90%以上。

为了进一步验证该系统的
性能， 由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
心牵头联合全国 5家不同地
区、 不同级别的医院进行多中
心研究， 采用该系统对其提供
的 来 自 84424 例 患 者 的 共
1036496张内镜图像进行了识
别和分析。 最终结果显示该系
统对上消化道癌的诊断准确率
达90%以上。

研究团队还让AI和不同

年资的内镜医生进行了PK。 结
果 显 示 ， 其 诊 断 灵 敏 度
（94.2%）与专家级的内镜医师
（94.5%）相当。 更重要的是，在
它的辅助下， 内镜医生诊断的
准确度也提升了。 专家的诊断
灵敏度可提升至0.984，而低年
资医生的诊断灵敏度将提升到
与专家独自判读时相当的效
果。 这意味着该系统的推广相
当于为基层医院送去了一位内
镜专家。

据介绍， 中山大学肿瘤防
治中心已与8省15家医院签署
了《上消化道肿瘤人工智能诊
疗决策系统的研发及推广应
用》 合作协议， 加快该系统的
完善和推广应用。 省内的揭阳
市人民医院、 粤北人民医院、
普宁市人民医院已落地应用该
系统。

已在8省15家医院推广应用普通患者可在云端自查

林郑月娥：暴徒无法无天
特区政府决心止暴制乱

羊城晚报讯 实习生曹雅芳、
记者曾璇报道：日前，广州市交通
运输局、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等单
位在答复广东省政协委员提案、
与委员座谈时透露， 广州有望三
年内逐步为天桥装电梯、加雨棚。
据了解，有关方面已编制了《广州
市人行天桥和人行隧道布局规划
调整及优化提升方案》，审定后将
分步骤、 分区域， 按轻重缓急程
度， 对广州市内的天桥和隧道进
行精细化提升。

委员提案过街设施不完善

今年广东省两会期间， 省政
协委员曾德明等提出了《关于完
善广州市过街隧道（人行天桥）设
施的提案》。 曾德明委员说，现在
广州过街隧道、 人行天桥等设施
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 如有的
天桥口相互距离太远， 市民走过
去费时费力； 有的天桥隧道虽然
安装电梯，却有上无下，更多的只
有步梯 ， 令有需要的市民望隧
（桥）兴叹；此外，广州雨季和炎热
时间长，相当部分天桥没有雨棚，
市民饱受雨淋和日晒之苦， 老弱
病残市民出行更是难上难。

委员认为，广州作为国家中心
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应紧扣高
标准。 委员建议，可以先摸底，再
按先后缓急和重点地段，优先安排
主干道上人流量大的人行隧道、天
桥，逐步安装扶手或垂直电梯，同
时，在人行天桥加装遮雨（阳）棚等。

有关部门已编制优化方案

在近日举行的座谈会上，有
关部门负责人答复： 委员提出的
建议， 与广州目前正在推进的人
行天桥、 隧道优化提升项目建设
理念一致。 但受制于设施现状条

件和财力承担情况， 城市公共设
施服务质量方面仍与市民期待有
一定差距。

据介绍，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今年已牵头对全市的天桥和
隧道的分布、现状等进行了详细摸
查。截至2019年4月，广州市有过街
设施总计约450座，确实存在“设施
缺、路不便、上梯累、下雨淋、照明
暗、景不靓”等问题。 针对此问题，
有关部门已编制“优化提升方案”
与“优化提升方案手册”，将着力完
善既有人行天桥（隧道）无障碍设
施。 同时，对医院、学校、老人院以
及人流密集点等热点片区周边重
点研究，对条件适宜加装电梯（雨
棚）的过街设施，优先考虑并在三
年内逐步实施。 相关部分负责人表
示：“现有一批旧隧道、天桥正在革
新，比如BRP沿线23座天桥已逐步
安装遮雨（阳）棚。 ”

建议列具体推进时间表

曾德明委员说，优化方案“目
前停留在纸上”，怎么成为现实还
有一大段路要走， 他希望能列出
具体的方案推进时间表。 有委员
建议，对优化方案做出估算，争取
纳入明年的财政预算支出， 提交
给市人大会议审议。

韩学智委员建议， 多修建过
街隧道，取代影响景观的天桥，可
以更广泛地动员社会力量， 投入
到广州天桥隧道优化建设中来。

来自建筑界的郑龙桂委员则
从隧道的抽排水、 天桥抗台风建
设等角度提出了良性建议。

另外，曾德明表示，现在广州
市地铁口也并不是每一个出口都
有扶梯或直升电梯， 如短时间内
无法完善， 可先在地铁出口标示
好有无障碍通道， 指引老弱病残
等群体出行。

广州将优化过街设施， 解决上梯累、下
雨淋、照明暗、景不靓等问题

人行天桥或三年内
逐步加装电梯雨棚

广州荔湾区处于广深科
技创新走廊与珠江西岸先进
装备制造业产业带的交汇
点，其三大平台之一“白鹅潭
中心商务区” 于2017年6月
被授名“白鹅潭产业金融服
务创新区”。

根据规划， 白鹅潭中心
商务区划出了较为成熟三大
片区作为起步区， 主要包括
新隆沙片区、陆居路片区、芳
村站周围片区。 总建设用地

约1.1平方公里，建筑总量约
400余万平方米，公共服务配
套包括省三馆（省美术馆 、省
非遗展示中心 、 省文学馆），
绿地公园22公顷， 地铁站点
包括1号线、11号线（在建）、
22号线（规划）、28号线（规
划）、芳村枢纽站1处。

据介绍， 白鹅潭起步区
用地功能配比、建设量、配套
与交通设施等都接近珠江新
城花城广场核心区。

广州荔湾白鹅潭中心商务区起步区设计进
一步深化，新隆沙片区新规划获批通过

省美术馆等三馆“合一”落户
允许不同开发者建空中连廊

羊城晚报记者 赵燕华 通讯员 穗规资宣

规划提出，该片区将
重塑高品质场所空间，重
新梳理场地要素，保留场
地肌理， 结合历史建筑、
公共服务设施、街道营造
具有场所感的公共空间。
根据示意图， 三馆合一、

培英书院、明心书院等都
将成为重要节点。

同时， 新规划透露，
将构建滨江标志性建筑
物，拟在沿江新隆沙片区
增加一块宜建设区用于
建设公共建筑，该绿地公

园地块可配建服务设施
面积为1200平方米 。 此
外，沿江一线打造滨江商
业， 在300米塔楼周边打
造商务组团与培英广场。
地块中央留通道前往地
铁。

规划称， 新隆沙-陆
居路片区是白鹅潭金融
区先行启动区的重要组
成部分， 基地北至珠江，
南至芳村大道，东至花蕾
路，西至花地河，建设用
地面积76公顷。 以花地大
道为界，以西的新隆沙片
区面积38公顷，以东的陆
居路片区面积68公顷。

具体深化设计将细
化路网、增加地块。 其中，
新隆沙片区将新增7块开

发用地，陆居
路片区则新增 6块 ，
此外绿地从原控规的两
处增至4处。 调整后，两个
片区地块总量将从原来
的12块增至25块。

规划提出，允许同类
性质地块间适度腾挪开
发量，允许不同开发主体
利用道路的立体空间建
设空中连廊，在保证城市
空间效果的前提下提升
开发灵活性。

此 外 ，
对比原本城市
设 计 的 30-35
米的单调天际线，新规划
将新隆沙片区沿江一线
调整至30-50米控制，二
线地块调整至60-80米，
优化滨江的空间尺寸，营
造更丰富的天际线。

根据相关要求， 起步区
将进行地块细化、 交通组织
优化、 空间形态优化等城市
设计深化。

具体来看， 新隆沙片区
总量不增加， 住宅比例不增

加，但将提升功能
的弹性兼容性。

陆居路片区（含三馆合
一地块） 将落实省重点文化
项目建设用地与建设量，以
小街密网方式形成总部集聚
区，优化交通组织，提升场所
景观品质； 同时将盘活明心
书院等场所。

芳村站周边则涉及一体
化构建地铁综合体， 优化与
广信地块的衔接， 优化站点
周边功能配比与空间形态。

日前，作为白鹅潭
中心商务区起步区之
一，新隆沙片区新规划
获广州市规委会通过。
根据新规划，新隆沙片
区拟建滨江标志性建
筑物，将利用道路立体
空间建设空中连廊；其
中， 新隆沙-陆居路片
区地块增至25块，省重
点文化项目“三馆合
一”将落地于此。

4条地铁线汇聚起步区AA

新隆沙住宅比例不增加BB

两片区地块
增至25块

CC

将构建滨江标志性建筑物DD

守守护护 止止暴暴制制乱乱香港

指导帮助中小企业提升应对
国际市场风险能力，推广关税保证
保险让中小企业实现通关更快成
本更低，培育AEO认证企业助力中
小企业提升通关效率……近日，记
者了解到，广州海关通过推进“海
关进企业”服务，为中小企业解疑
释惑、提供指引，将“海关端菜”与
“企业点菜”有机结合起来，帮助中
小企业加快走向国际市场。

指导帮扶小微企业

中小微企业要走向国际市
场，受制于自身规模、技术力量等
制约，往往对有关国际标准，法律
法规、市场等缺乏了解。海关的专
业化支持与指导， 能为这类企业
解决不少大问题。

广东河源有丰富的竹木草资
源， 竹木草制品出口企业以生产
木家具、木相框、圣诞树松果等为
主。目前，河源市共有21家该类注
册企业， 大部分是农民在村里办
的微型企业。 广州海关所属河源
海关一方面加强对国外相关技术
性法规及贸易争端案例的搜集整
理， 帮助企业采取针对性的应对
措施， 并专门成立竹木草制品出
口技术指导小组深入企业开展现
场帮扶；另一方面，指导企业完善
以有害生物控制和溯源管理等为
核心的质量监控体系， 使企业更
具竞争力。 今年1月至8月， 河源
市竹木草制品出口2705批， 同比
去年增长39.72%， 金额6147.8万

美元，同比去年增长42.53%。

推广关税保证保险

企业无需缴纳保证金，也无需
向银行申请保函，凭借保单就可享
受进出口货物“先放行、后缴税”的
通关便利。 广州海关积极推广多元
化税收担保改革措施便利企业通
关，关税保证保险是这一改革中的
重要创新，也是对中小企业特别利
好的一项。 今年前8月，广州海关共
接收关税保证保险1343份，保险金
额达96.55亿元。

“感觉关税保证保险是为我
们量身定做的。 以往需要缴清税
款或提供担保，货物才能被放行；
现在手续简便、通关更快、成本更
低，省时省力省心。 ”受惠的韶关
市东亚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有关负
责人表示。

AEO是“经认证的经营者”的
英文缩写，AEO制度主要通过海
关对信用状况、 守法程度和安全
水平较高的企业实施认证， 认证
企业可获通关便利。目前，广州海
关正加大对相关中小企业AEO认
证的培育力度。

佛山华辉电源线材有限公司
近日在海关指导下， 获得了AEO
高级认证企业证书。 公司总经理
黄立敏说 ：“AEO让我们获得韩
国、新加坡、欧盟等国家（地区）贸
易互认优惠， 免去当地海关的重
复现场查验， 使我们的产品在国
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大大提升。 ”

“海关端菜”提供指引
“企业点菜”省心省力

广州海关助力中小企业加快走向国际市场
羊城晚报记者 马汉青 通讯员 关悦

活力
小企业

新

8日， 记者从广东省公安
厅获悉，10月1日至7日，全省
公安机关共接报刑事治安警
情同比下降4.02%，未发生重
大刑事案件；全省发生道路交
通 事 故 相 比 去 年 下 降
14.72%， 各主干公路未出现
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各

场大型活动特别是广州 、深
圳、珠海、湛江举行的焰火晚
会均安全顺利举行。

国庆节期间，全省共举办
大型群众性活动125场次（其
中万人活动35场次），有260万
群众参加。

据统计，国庆期间，全省

共清理整改车辆 隐 患 2033
处、驾驶人隐患3648处，共查
处酒驾2326宗， 现场查处高
速公路 10类重点违法行为
9034宗、国省道6类重点违法
行为6179宗，农村公路7类重
点违法行为5974宗。

（黄丽娜 粤公宣）

8日，记者从广东省应急
管理厅了解到， 截至10月7
日16时， 国庆假期广东安全
生产形势总体平稳， 全省共
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110
起 ， 同比减少 150起 、 下降
57.7%；死亡53人，同比减少

11人、下降17.2%。 全省共发
生森林火灾3起， 同比减少5
起、下降62.5%，未造成人员
伤亡。 全省没有发生重大生
产安全事故， 未接报其他自
然灾害。

（许悦 粤应宣）

广州地铁客运量
位列全国地铁第一

8日， 记者从广州地铁集团
获悉， 国庆假期， 广州地铁总客
运量6092.7万人次， 日均客运量
870.4万人次，均位列全国地铁第
一。 其中， 单条线路客运量最高
为三号线（含三北线）1451.6万人
次，其次为二号线1004.4万人次。
单个车站客运量最高为体育西路
站368.6万人次，其次为嘉禾望岗
站291.2万人次。
（汪海晏 冯贵林 梁恺文 但烁）

高速公路
日均车流量669万
超九成是自驾小车

国庆假期结束，广东省交通运输
厅发布数据显示，9月30日至10月7
日 ， 广东高速公路出口总车流量
5355.54万车次， 日均车流量669.44
万车次， 同比增长9.37%。 其中，10
月1日出行最集中，超九成为自驾出
行的小客车， 峰值为746.96万车次，
较去年同期增长67万车次。 珠三角
和粤西是车流主要压力区域，粤东、
粤北主干道也承受较高强度的车流
压力。

南沙大桥国庆期间整体车流量是
同期虎门大桥的1.26倍， 虎门大桥交
通压力得到缓解。

（王丹阳 粤交综）

羊城晚报讯 记者戴曼曼报
道：8日， 中国银联发布国庆期
间银联网络交易数据显示，10
月1日至7日， 银联网络交易总
金额达到2.03万亿元， 较去年
同期增长28.4%。其中，仅前6天
消费总量即超过去年黄金周7
天之和， 消费市场呈现“国庆

红”；住宿、餐饮等行业消费同
比增幅均在30%以上， 夜间消
费成为新亮点。

数据显示， 今年“十一”期
间，铁路售票消费金额同比增幅
超过三成，宾馆住宿类消费金额
同比增长35.6%。 餐饮类消费金
额同比增长40.3%，从消费总量

看，河南、广东和山东三省位居
全国前三；从同比增速看，河南、
山东和山西增长最快。购物消费
方面，广东、河南和山东位居购
物类消费总量全国前三。

值得留意的是，随着《我和
我的祖国》等献礼影片的热映，
今年国庆档观影总人次及票房

成绩可喜。 数据显示，以电影、
戏剧、 美容等为主的娱乐类消
费增长明显， 交易金额同比增
长超过七成。

夜间消费也成为今年国庆
假期新亮点。 数据显示， 比较
不同消费时段， 今年国庆假期
夜间 22时至次日凌晨 6时 ，餐

饮消费金额同比增长 55.5% ，
高于餐饮行业平均增幅， 其中
深圳、 潍坊、 广州等地成为全
国夜间餐饮消费增长最快的城
市； 娱乐类消费金额同比增长
超过八成， 深圳、 海口和河源
等地区成为全国夜间娱乐消费
增长最快的地区。

银联网络交易额超两万
亿元，同比增长近三成 消费市场呈现“国庆红”国国庆庆假假期期

数数据据盘盘点点

刑事治安 道路交通事故同比降14.72%

安全生产 未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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