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河内11月8日电 越南公安部7日晚间
发布公告说， 越南公安部和英国执法机构确认10
月23日在英国埃塞克斯郡集装箱货车中发现的39
名遇难者均为越南人。

越南公安部称，39名遇难者分别来自越南海
防市、海阳省、义安省、河静省、广平省和承天-顺
化省。 越方正与英方合作开展领事保护工作，并进
一步调查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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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和农业农村部

正在研究解除
美国禽肉对华
出口限制事宜

“钢铁巨人”
扎根伶仃洋

深中通道伶仃洋大桥西
索塔首个钢吊箱成功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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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小区如何活化改造？
广州“定下”正负面清单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启用
李希慎海雄王伟中等出席

●利用住宅改为有安全 、噪声 、光 、油烟污染问
题 、严重影响周边环境的项目 ，包括 （明火 ）餐饮 、机
械加工、建材库房、宠物医院、娱乐场所、棋牌室等的

●建筑用途转为易燃易爆 、危化品生产 、加工 、
存储等功能的

●未经规划批准 ， 公共服务设施如社区用房 、
物管用房、农贸市场等改作他用的

●未经规划批准， 封闭架空层、 增加隔层等增
加建筑面积进行使用的

●未经规划批准， 利用违章建筑或建筑的违章
搭建部分进行使用的

●商业 、办公 （行政办公除外 ）建筑内部业态调
整或者互换 ，包括 ：商店 、办公 、酒店 、旅馆 、超市 、特
色小吃、传统表演、传统手工艺品制作、健身房 、培训
机构、金融保险服务、美容等医疗机构的

●利用既有建筑增加文化展示 、民生设施 、公益
性服务等功能，且不对原有环境造成不良影响的

●各级人民政府为主体所有或者管理的公共设
施、学校、医院等建筑内部在保证主体功能的前提下
增加商业配套服务的

●利用住宅从事创新创业活动 ，不产生光 、电 、
音等干扰的符合下列内容的项目 ：民宿 、文化创意 、
咨询设计、电子商务、投资基金等的

●其他同一规划用途下建筑内部经营业态调整的

正
面
清
单

负
面
清
单

羊城晚报讯 记者罗仕
报道：11 月 7 日， 第 15 届
89 次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
审议通过了《广州市关于加
强具有历史文化保护价值
的老旧小区既有建筑活化
利用消防管理的工作方案
（试行）》（以 下 简 称 《方
案》）。《方案》 明确了广州
具有历史文化保护价值的
老旧小区，既有建筑活化利
用改造工程调整使用功能
的正负面清单。

《方案》表示，改造主体

在编制具有历史文化保护
价值的老旧小区既有建筑
活化利用改造方案过程中，
允许对部分建筑使用功能
进行调整，但应结合建筑属
性和文物、历史文化建筑的
保护要求确定经营范围，并
符合营业范围正负清单的
要求， 禁止经营对周边环
境、建筑安全、消防安全有
严重影响项目，激发市场活
力，改善民生设施，优化营
商环境。

为控制火灾危险源的

设置，《方案》规定，具有历
史文化保护价值的老旧小
区区域内不得增设明火厨
房，不得设置工业生产和易
燃易爆危险品、化学物品的
经营、储存场所。 除区域内
室外开阔地带、满足建筑防
火间距的停车场或满足相
关国家规范的新建工程地
下室外，不得设置分散充电
设施。不得设置电动车辆运
营及经营售卖场所。并且要
求提升防雷性能，严格电器
管理。

海关总署和农业农村部

正在研究解除美国禽肉对华

出口限制事宜。
(新华社)

2 万元即弹 100 万次！
“霸屏”弹窗广告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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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再调整顺风车试运营时间

所有用户使用时间
均为 5 时—20 时

详见 A7

上半年全国旅行社统计调查报告发布

粤出游数据“一马当先”
“吸客”能力落后浙苏鄂

钢吊箱整体吊装下放采用了 3200 吨起
重船“长大海升”号

钢吊箱成功下放 羊城晚报记者 王丹阳 通讯员 粤交集宣 摄

习近平将访希腊并赴巴西出席金砖峰会
■ 11 月 10 日 至 12 日 ,

习近平主席将对希腊进行国事
访问。这是今年我国元首对欧洲
方向的又一次重要访问，也是中
国国家主席时隔 11年再次访希。

■11 月 13 日至 14 日，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
会晤将在巴西首都巴西利
亚举行。应巴西总统博索纳
罗邀请，习近平主席将出席

会晤。 届时，习近平主席将出
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
式，领导人会晤闭门会议、公
开会议、 金砖国家领导人同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和新开

发银行对话会等一系列活动
并发表重要讲话 。 习近平
主席将同巴西总统博索纳
罗举行会谈 ， 签署多领域
合作文件， 还将同其他与会

国家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见，
就双边关系、 金砖合作等问
题交换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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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开南改扩建项目
昨日正式通车

可四通“八”达走粤西，基本实
现设计时速 120 公里的通车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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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届全国发明展开幕，
奇思妙想吸人眼球

用羊城通坐地铁
未来或“刷手过闸”

多场主题论坛与第二届进博会
同期举行， 嘉宾热议全球消费市场
未来形态

中国市场和年轻人
是未来消费关键词

详见 A6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港澳事
务办公室新闻发言人徐露颖于 7
日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
员、 第六届区议会选举候选人何
君尧被刺事件发表谈话， 对有关
暴行表示极大愤慨和强烈谴责 ，
呼吁依法严惩暴力活动。

徐露颖说，11 月 6 日上午 ，
何君尧议员在香港屯门参加区议
会选举宣传活动时， 遭到一名假
扮支持者的男子突然袭击。 该凶
徒以利刃直刺何君尧胸部， 手法
凶残，场面惊悚，导致何君尧左胸
被刺伤， 其两名同事也被利刃割
伤。 这种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谋
杀爱国爱港区议会候选人的行为
令人震惊， 不仅是危害他人生命
安全的严重犯罪行为， 也是赤裸
裸的选举暴力。 我们对此表示极
大愤慨和强烈谴责， 对何君尧议
员及其同事表示深切慰问。

徐露颖表示，连日来，少数暴
徒除继续实施堵路、纵火、袭警等
暴力活动外， 还对在港中资企业
打砸毁烧， 暴力冲击新华社亚太
总分社， 围殴和侮辱持不同意见
的路人， 大肆破坏爱国爱港议员
办事处和开展竞选活动的街站 ，
对爱国爱港候选人、 助选团队和
支持选民进行滋扰、恐吓。 现在更
是变本加厉， 直接对旗帜鲜明反
对暴力的爱国爱港议员行凶伤
害， 意图威胁和恐吓爱国爱港参
选人及其支持者， 制造“寒蝉效
应”， 以此影响区议会选举结果，
达到夺权的政治目的。

徐露颖表示， 极端暴力活动
是任何社会都绝不能容忍、 绝不
可姑息的。正如习近平主席和韩正
副总理日前会见林郑月娥行政长
官时所强调的，止暴制乱、恢复秩
序仍然是香港当前最重要的任
务。 我们希望香港行政、立法、司
法机关共同担负起依法制止和惩
治暴力活动的责任， 希望香港各
界人士进一步凝聚反暴力、 护法
治、保稳定的正能量。 香港的选举
必须在公平、公正、安全、有序的
环境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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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君尧被刺
国务院港澳办：

强烈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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