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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羊城晚报公益订报数量已超
4000份，受益学生达12万人

毕业20年学长献爱心
订报 100份回赠母校

昨日广州气温突降 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 摄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爱丽报道：18 日， 冷空气正式
“到货”，广东不少地区气温开始下降，北风呼呼，韶关和
清远的北部山区甚至出现了分散小雨。 截至记者发稿，
韶关和河源共有 11 个市县先后发布了今冬以来第一个
寒冷黄色预警信号。

随着冷空气不断渗透， 广东各地气温将持续下降。
记者从广东省气象台了解到，20 日白天开始， 气温又将
小幅回升，昼夜温差大，早晚寒（清 ）凉。 气象专家提醒，
各地气温下降、昼夜温差大，请注意适时添衣保暖。

冷空气昨日“到货”

广东已有11个市县发布
今冬首个寒冷黄色预警

据新华社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
人臧铁伟 19 日就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庭有关
司法复核案判决发表谈话如下：

11 月 18 日，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庭作出一
项判决，其中裁定香港《紧急情况规例条例》部分条款不符
合香港基本法，致使有关条款无效。 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对
此表示强烈不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此表示严重关
切。 我们认为，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别行政区的宪制
基础。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是否符合香港基本法，只能由
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判断和决定，任何其他机关都无权作
出判断和决定。 根据香港基本法第 8 条的规定，包括《紧急
情况规例条例》在内的香港原有法律，除同香港基本法相
抵触或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
留。 1997 年 2 月 23 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24 次会
议作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条处理香
港原有法律的决定》，已经将《紧急情况规例条例》采用为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 因此，该条例是符合香港基本法的。
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庭有关判决的内容严重削
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应有的管治权，不符合香
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的规定。 我们正在研
究一些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有关意见和建议。

中共广东省委十二届八次全会11月25日至26日召开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李希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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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6 部门联合发文治理校外线上培训，明确 12 月底前全部完成备案排查

平台不得聘用中小学在职教师
培训每节课时长不得超40分钟

广州国际灯光节昨晚亮灯，10 个会场华灯璀璨，在海心沙主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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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纳税人失信会收到预警
税务部门本月已向 30 余万户纳税人推送失信预警信息

昨晚，海心沙主会场华灯璀璨 羊城晚报记者 宋金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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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发言人就香港法院有关司法复
核案判决发表谈话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杨光 19 日就香
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庭有关《禁止蒙面规例》司
法复核案判决发表谈话，对该判决产生的严重负面社会
影响表示强烈关注。

杨光表示，香港现行的《紧急情况规例条例》经过
1997 年 2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确认符合基本法，
并采纳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这表明该条例的全部规
定都符合基本法。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
议依据该条例制定《禁止蒙面规例》，即为依照基本法和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履行职权。 该规例实施以来对
止暴制乱发挥了积极作用。 高等法院原讼庭判决《紧急
情况规例条例》赋予行政长官在某些情况下制定有关规
例的规定不符合基本法，并裁决《禁止蒙面规例》的主要
内容不符合相称性标准，公然挑战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
威和法律赋予行政长官的管治权力，将产生严重负面社
会政治影响。 我们将密切关注此案的后续发展。 希望香
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司法机关严格依照基本法履行职
责，共同承担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的责任。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对香港法院
有关司法复核案判决表示强烈关注

判决公然挑战全国人大
常委会权威和特首权力

据新华社电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林郑月娥的提名和建议， 国务院 2019 年 11 月 19 日决
定：任命邓炳强为警务处处长，免去卢伟聪的警务处处
长职务。

国务院任命新的香港警务处处长

关键词� 养犬登记
经营场所不得为未

登记犬只服务
养犬登记信息是提高养犬管

理效率的基础，《条例》规定，广州
市行政街辖区为养犬严格管理区，
实行犬只强制免疫和养犬登记制
度；镇辖区为养犬一般管理区，实
行犬只强制免疫制度。

《条例》规定，严格管理区内养
犬，犬龄满三个月的，养犬人应当
申请养犬登记。 未经登记，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在严格管理区内饲
养犬只。 增加了网上在线办理、受
理养犬登记，远程寄递《养犬登记
证》、犬牌等措施。

为提高养犬登记率，《条例》明
确，进行犬只诊疗、美容、培训等
活动的经营场所，应当在为犬只提
供服务前，查验养犬登记情况，不
得为未登记的犬只提供服务。 犬
只需要紧急救治的，动物诊疗机构
可以先行诊疗，再查验养犬登记情
况；发现未登记的，应当协助其进
行登记。

《条例》还对未申请养犬登记
的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 由公安
机关责令现场办理登记， 对单位

处每只犬五千元罚款， 对个人处
每只犬二千元罚款；拒不登记的，
没收犬只。

关键词� 养犬管理费
授权市政府根据实

际情况调整
对于公众呼声较高的调整养

犬管理费征收标准， 记者了解到，
《条例》 暂时并未作出调整， 依旧
规定在严格管理区内养犬应当缴
纳养犬管理费，养犬管理费的征收
标准为每只犬第一年五百元，第二
年起每年三百元。

“为何此前相关部门负责人曾
透露将对养犬管理费实行优惠甚
至免征政策，如今《条例》还是按
以前标准收取？ ”对于羊城晚报记
者提出的这一问题， 负责审核该
《条例》 的广州市司法局相关负责
人解释， 在征求相关部门及社会
公众意见时，出现了降低、取消和
提高养犬管理费的两种不同声音，
“目前在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很多
不文明的养犬现象，养犬对于城市
环境造成了一定影响，对非养犬人
也造成了一些困扰，使用和占用了
一些城市空间和资源，同时也对社
会行政管理造成了一定的需求。在

《条例》 审核过程中， 我们对意见
进行了权衡，认为养犬管理费还是
需要保留”。

该负责人同时补充表示，《条
例》新增规定明确，市人民政府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征收标准 ，
“将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收费
标准是该降还是该升，我们通过该
规定给政府一个授权。政府部门到
时可以通过比较详细的征求意见，
通过法定程序，结合社会上大多数
人的意见来定一个具体标准”。

关键词� 犬只伤人
养犬人应先行垫付

医疗费用
近年来，犬只伤人的新闻屡见

报端。《条例》 新增了对未用犬绳
致犬只伤人行为的处罚规定：携带
犬只进行户外活动未用犬绳牵领，
或者未遵守《条例》 其他规定，导
致犬只伤害他人的，公安机关可以
没收犬只，并对养犬人处以一万元
罚款。养犬人放任犬只恐吓他人或
者驱使犬只伤害他人的，由公安机
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予以处罚。

“不文明养犬最恶劣的行为就
是犬只伤人，对此《条例》加大了

处罚力度，除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外
，还增设了行政处罚责任，规定未
用犬绳致犬只伤人的可直接没收
犬只并罚款一万元。 ”广州市司法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条例》同时规
定，犬只伤害他人的，养犬人应当
立即将被伤害人送到犬伤处置门
诊进行诊治，先行垫付医疗费用。

《条例》也明确，在严格管理区
内携带犬只进行户外活动时，应当
遵守下列规定： (一)用长度为两米
以内的犬绳牵领犬只或者将犬只
装入笼内； (二) 为犬只佩戴犬牌；
(三)主动避让行人尤其是老年人、
残疾人、孕妇和儿童； (四 )制止犬
只吠叫和攻击行为； (五 )即时清理
犬只的粪便； (六)由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人携带； (七)搭乘电梯时避让
其他使用电梯的人员； (八 )为犬只
佩戴口嚼或者嘴套 。 违反第一、
二、三、四、六、七、八项规定的，由
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对单位处一千
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此外，对于许多市民关心的养
犬数量问题，《条例》仍规定，严格
管理区内个人养犬的，每户限养一
只。 若超过规定数量养犬的，由公
安机关没收超养犬只，每超养一只
处二千元罚款。

守守护护 止止暴暴制制乱乱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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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养犬管理条例（修订草案）》进行一审经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和征
求社会公众意见后，19 日上午，广州市人大
常委会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广州市养
犬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以下简称《条
例》） 的说明。 记者获悉，《条例》 拟规
定，未按规定申请养犬登记的，将对个
人处每只犬二千元罚款； 未牵犬绳
犬只伤人的， 公安机关可以没

收犬只，并对养犬人处以
一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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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门
关羽张飞为您

羊城晚报记者 罗仕

养犬未登记罚款二千元
犬只伤人可罚款一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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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高等法院判决
不符合香港基本法

据新华社电 美国商务部 18 日决定
将一项“临时通用许可”延长 90 天，第三
次推迟针对华为及其附属公司现有在美
产品和服务所实施的交易禁令， 以避免
禁令对美国消费者造成不利影响。

美国商务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获
得“临时通用许可”的美国企业可在未
来 90 天内向华为及其非美国附属公
司出口、再出口和转让“特定”和“有限
的”产品或技术。

美国商务部今年 5 月 15 日将华为
及其 68 家附属公司列入实体清单。 5
月 20 日和 8 月 19 日分别发布为期 90
天的“临时通用许可”，允许华为及其附
属公司从事“特定活动”，以保证美国现
有相关网络的持续运营，为美国现有的
相关移动服务提供支持。 美商务部 8 月
19 日还将另外 46 家华为附属公司列
入实体清单。

美国商务部部长威尔伯·罗斯说，延
长“临时通用许可”可以让（美国）运营商
继续为某些最边远地区的用户提供服
务，否则（其通信状况）会“陷入黑暗”。

罗斯 15 日接受福克斯商业网采
访时表示， 美国农村的部分运营商需
要这一许可，他们的 3G 和 4G 网络依
赖华为。

声明说，“临时通用许可” 之外的
出口、 再出口和在美国国内进行的产
品或技术转让仍须获得美国商务部下
属工业和安全局颁发的有关许可，而
默认审查状态为否决。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报道，当地时间 18 日在中国
广州举行的“CNBC 东西方科技”大会
上，华为公司董事长梁华表示，美国管
制清单是否延期， 不会对华为经营带
来实质性影响。

美商务部
第三次推迟部分
对华为交易禁令

我国第二艘航母
顺利过台湾海峡

据海军新闻发言人程德伟介
绍，11 月 17 日，我国第二艘航母顺
利通过台湾海峡，赴南海相关海域
开展科研试验和例行训练。 这次组
织国产航母跨区开展试验和训练，
是航母建造过程中的正常安排，不
针对任何特定目标 ， 与当前的局
势无关。 （新华）

全球超算 500 强
美蝉联冠军

中国数量增加
新一期全球超级计算机 500 强

榜单 18 日面世 ， 美国超级计算机
“顶点”蝉联冠军 ，中国继续扩大数
量上的领先优势， 在总算力上与美
国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从总算力上看， 美国超算占比
为 37.1%， 中国超算占比为 32.3%；
半年前，美国超算占比为 38.4%，中
国超算占比为 29.9%。 （新华）

新新闻闻管管家家
知今日天下

看新闻管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