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力克山东
深圳不敌辽宁

11月8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上，外交部发言人耿爽透露，日本议
员在华走私毒品，被判处无期徒刑。

有记者提问：今天，日本地方
议员樱木琢磨被中国法院判处无
期徒刑。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依法对有关走私毒品案进行了
公开宣判，其中有一名日本籍人士樱
木琢磨。 2013年10月31日，他在广州
白云国际机场准备搭乘航班经上海
转机回日本时 ，被安检人员在行
李箱拉杆夹层及箱内女式松糕凉鞋
内查获甲基苯丙胺， 俗称冰毒，3289
克。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国法
律判处樱木琢磨无期徒刑，并没收个
人全部财产。法院方面已就此发布了
消息。 中方已就此案向日本驻广州总
领馆进行了通报。 （据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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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美景聚纸上
字里行间透真情

2019“花地新苗”作文大赛汇集展示
广州学生研学收获

据新华社电 在中国记者节来临之际，第二十
九届中国新闻奖颁奖报告会 8 日在京举行。 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会议并
讲话， 强调新闻战线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大力宣传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 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舆论导
向、新闻志向、工作取向，坚守初心使命，满怀激情
记录新时代、讴歌新奋斗。

黄坤明指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一代代新
闻工作者与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坚定宣传党的
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与百姓心连心、为人民鼓与
呼，在新闻工作史上书写了华彩乐章。 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广大新闻工作者要继承优良传统、勇于
担当作为，用生动的笔触、隽永的画面、精彩的镜
头，为祖国抒写、为人民放歌。要深入基层、扎根人
民，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凝聚起万众一
心团结奋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强大力量。 要投
身融合发展，按照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的
要求，在增强内功、提升本领、主动转型上下功夫，
不断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
力。

黄坤明强调， 各级记协组织要更加密切与新
闻单位的联系，与广大新闻工作者交朋友，多做让
人暖心、给人鼓劲的好事实事，真正成为团结温馨
的“记者之家”。

黄坤明出席第二十九届
中国新闻奖颁奖报告会强调

坚守初心使命
记录新时代
讴歌新奋斗据新华社电 经李克强总理签

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开展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
法》和《全国人口普查条例》规定，国
务院决定于 2020 年开展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

《通知》指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开展的重大国情国力调查，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计改革

发展决策部署，坚持实事求是、改革创
新，科学设计、精心组织，周密部署、依
法实施， 全面查清我国人口数量、结
构、分布、城乡住房等方面情况。

《通知》指出，普查对象是普查标
准时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自
然人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但
未定居的中国公民，不包括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短期停留的境外人员。
普查的内容包括姓名、 公民身份号
码、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行
业、职业、迁移流动、婚姻生育、死亡、

住房情况等。 普查标准时点是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

《通知》提出，各地区、各部门按
照“全国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地
方分级负责、各方共同参与”的原则，
认真做好普查的宣传动员和组织实
施工作。 为加强组织领导，国务院决
定成立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
组，负责普查组织实施中重大问题的
研究和决策。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设
立相应的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
认真做好本地区普查工作。 普查所需

经费，由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共
同负担， 并列入相应年度的财政预
算，按时拨付、确保到位。

《通知》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全国人
口普查条例》等法律法规要求，认真做
好普查各项工作。普查取得的数据，严
格限定用于普查目的， 不得作为任何
部门和单位对各级行政管理工作实施
考核、奖惩的依据。普查中获得的能够
识别或者推断单个普查对象身份的资

料， 不得作为对普查对象实施处罚等
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

《通知》明确，要建立健全普查数据
质量追溯和问责机制，各级人民政府统
计机构要加大对普查工作中违纪违法
行为的查处和通报曝光力度，坚决杜绝
人为干扰普查工作的现象，确保普查工
作顺利进行和普查数据真实准确。 要全
流程加强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各级
普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履行
保密义务，严禁向任何机构、单位、个人
泄露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明年开展
普查中获得的资料，不得作为对普查对象实施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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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闻闻管管家家
知今日天下

看新闻管家

李希到深圳调研茅洲河流域污染治理情况

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以实际行动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详见 A2

孙小果出狱后涉黑犯罪
一审获刑二十五年

详见 A3

广州大叔赴美突发心衰
辗转万里回国“换心”

广州 10 家美食老字号被搬上网

想吃陈添记鱼皮？
动动手指点外卖

详见 A4

中国百强富豪
33 位来自大湾区

广东股交高成长板
迎来首批挂牌企业

又是狮航！ 又是波音！
两架 737NG 客机现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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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广州白云区陈田村
2163 户居民而言，昨天是大日
子。 11 月 8 日，陈田村城中村
改造项目奠基仪式举行。 就在
几个月前， 这里还是享有盛名
的陈田汽配城，500 多家门店
星罗棋布，被称为“中国最大的
汽配城”。

昨天， 羊城晚报记者来到
陈田村改造项目奠基仪式主会
场， 眼前是一片宽阔空旷的地
块。 根据相关方案，陈田村城中
村改造项目以整体拆除重建为
主实施改造。 根据规划，陈田村
村域总面积 1.4 平方公里，旧村
改造面积 62.61 公顷，分三期建

设。 其中，汽配城作为改造计划
第一期，在完成拆迁收储后，将
复建村民回迁房、集体物业、商
业配套，总建设量为 51.76 万平
方米 （居民楼房 20 万余平方
米，其余公共区域占 31 万余平
方米）。 规划配套建设幼儿园三
所，小学、中学各一所。

广州最大汽配城清空
新的白云陈田村奠基！

详见 A4今年 5 月拍摄的陈田村学友书店 梁怿韬 摄

8 日，陈田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奠基仪式举行。 曾经的汽配城如今已成一片空地 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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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出席庆祝空军成立 70 周年主题活动
时强调，牢记初心使命 发扬光荣传统 勇于创新超越

把人民空军全面建成
世界一流空军 详见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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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份我国CPI
同比上涨3.8%

羊城晚报讯 记者陈泽云
报道：国家统计局9日上午发布，
我国10月份CPI （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
扩大了0.8个百分点。

其中， 食品价格上涨15.5%，
涨幅扩大4.3% ； 猪肉价格上涨
101.3%， 影响CPI上涨约2.43个百
分点。 1—10月平均，全国居民消
费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2.6%。 市
场分析认为，供给因素引起的CPI
上涨具有周期性、阶段性、季节性
特点， 随着猪肉生产周期和天气
因素影响减弱，CPI会逐渐回落。

CB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