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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是良师益友，在新媒体时
代， 纸质印刷品更能让我们感受到
文化的厚重”，广州大同中学学生王
涵说。 11 月 18 日，为感谢广州大同
中学 99 届校友冯健给母校师弟师
妹赠送一年的羊城晚报， 广州大同
中学举办校友捐赠仪式。

在广州大同中学高中部报告厅
内， 冯健等人将羊城晚报投进学生
代表手中的报箱， 用这个简单的仪
式，开启了一年的公益赠报。 “一听
到有公益订报项目， 我便立马报名
参与， 能把知识食粮赠与母校是极
为有意义的事情。 ”冯健告诉记者，
自己与妻子周展红认捐了 100 份报
纸，“希望大同的学弟学妹们能增加
课外阅读知识，考上理想的大学，更
好地回馈社会。 ”

善心的传递得到了大同中学们
师生的感激。 “多读书、多读报、读好
羊城晚报，争做时代新人。 ”大同中
学校长曾丽芬在仪式上告诫学生 。
她表示，当前快餐文化流行，如何培
养学生深度阅读的习惯， 公益赠报
是一个很好的触发点， 学生收获的
不仅是一份报纸，更是精神力量。

得知未来将有一年的时间里 ，
每天都能在班上传阅羊城晚报 ，高
二学生王涵欢呼雀跃， 她表示很荣
幸作为大同中学的一分子， 得到宝
贵的公益赠报，“我十分喜欢看时政
民生类的报道， 不少作文题就从这
些时事热点里出。 ”

据了解，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从
2016 年开始发动公益赠报活动 ，争
取让爱心人士为粤东粤西粤北经济
欠发达地区学生赠送羊城晚报。 “偏
远地区信息传递滞后， 赠报可以让
当地学生多了一个了解天下事的渠
道，”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副总经理李
时平表示， 随着越来越多的爱心人
士加入到公益订报行列， 受益学生
也在逐年增加———2017 年， 公益赠
报活动让粤东西北 7 万多学生受
益，2018 年受益学生达 9 万多 ，“今
年公益订报数量目前已达四千余
份， 覆盖粤东西北地区 2514 个高中
班，受益学生达 12 万人”。

羊城晚报讯 记者梁怿韬、通
讯员余巨澜摄影报道： 污水处理
厂本应处理污水， 在扩建时却存
在污染河涌的行为。 11 月 18 日，
广州市黄埔区珠江涌水域一家污
水处理厂的施工方， 向广州市黄
埔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缴
纳 4 万 1 千元的罚款， 为自己今
年 9 月份的“治污却致污” 行为

“埋单”。
据悉， 涉案的污水处理厂在

今年 9 月份进行扩建工程。 9 月
26 日，黄埔区鱼珠街道执法队在
对珠江涌水域进行巡查时， 发现
该污水处理厂扩建工地将未经处
理的泥浆水，直接向珠江涌排放。

经鱼珠街道执法队调查(见上图 )，
污水处理厂扩建施工方， 有将泥
浆水排放至河涌的行为。 在调查
期间， 扩建施工方对向河涌直排
泥浆水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并
表示接受停工整改及将所有污水
用槽罐车运至污水处理厂处理，
接受立案查处等安排。 通过办案
程序， 当地执法部门向污水处理
厂扩建施工方， 开出 4 万 1 千元
的行政处罚通知。

据悉，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偷
排泥浆水，街道河涌办、执法队加
强了巡查力度， 施工方购置了一
辆槽罐车， 将泥浆水运输至有资
质的污水处理单位实时处理。

“叮铃铃！ 叮铃铃……”这种
名叫“呼死你”的骚扰电话，一接
就断，几秒钟打一次，手机被打
爆不得已关机，背后竟然有条疯
狂赚钱的链条！ 广州市白云区法
院 18 日宣判，15 人为此获刑。

案情
开发恶意软件
干扰目标手机

从 2017 年开始， 贺某国委
托他人开发“云呼”“挂机宝”“积
分钱包”软件，上传至网络供他
人下载安装使用，还向他人出售
积分牟利。 用户购买积分后，可
在“云呼”软件内，下达干扰目标
手机的“云呼”指令，再以积分支
付报酬。

操作者利用安装有“挂机
宝”的手机接收“云呼”指令后，
以特定频率呼叫目标手机，致其
不能正常运行。

顾某伟、 谭某中等 13 人得
知该软件后，事先购买了一批手
机，从网上下载“挂机宝”挂机，

接收到任务后开始自动呼叫号
码， 完成呼叫任务赚取积分，并
自动转入“挂机宝”账号中，最后
出售积分牟利。

同时，张某在明知他人利用
“云呼” 软件挂机赚取积分情况
下， 仍为他人提供支付结算帮
助。

经司法审计，贺某国违法所
得 157.2 万元， 其余 14 人违法
所得共计达 89.13 万元。

法院认为， 贺某国等 15 人
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
统功能进行干扰，造成计算机信
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 后果特
别严重， 其行为已构成破坏计
算机信息系统罪。 被告人贺某
国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
是主犯；被告人谭某中等 14 人
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
从犯。 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
犯罪性质、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
害程度及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
等，法院判决，被告人贺某国犯
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判处有
期徒刑五年； 其余谭某中等 14

名被告人均犯破坏计算机信息
系统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
月至一年四个月不等，其中四人
被判缓刑。

释案
手机应当认定为

“计算机信息系统”

广州市白云区法院刑庭法
官刘侃昨日受访时表示，如今广
泛使用的智能手机和计算机一
样，使用独立的操作系统，拥有
独立的运行空间，可以通过移动
通讯网络实现无线网络接入，因
此手机应当认定为刑法上的“计
算机信息系统”。

刘侃说 ，从本案“云呼”业
务的宣传卡可以证实， 被告人
主观上明知非法侵入特定的计
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 会破坏
该信息系统功能和信息系统中
存储、处理、传输的数据和应用
程序， 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
能正常运行的后果。 客观上，他
们行为造成至少 50 台以上手

机系统不能正常运行， 属于后
果特别严重。

而各从犯明知他人利用“云
呼”软件以特定频率呼叫目标无
线移动电话机，致无线移动电话
机不能正常运行的情况下，仍以
出售积分方式为他人提供“云
呼”支付结算帮助，其行为亦是
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共犯。 综
上，法院均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
统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提醒
被恶意骚扰
要及时报警

刘侃法官提醒市民，为避免
遭遇“呼死你”的恶意骚扰，在
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要注重个人
信息和隐私的保护， 妥善保管
好身份证、银行卡号、手机号及
其他个人信息，发现有被“呼死
你”等软件的恶意骚扰时，一定
要及时报警！ 广大网民在使用各
种网络软件时，也要注意软件是
否合法。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豪
报道：11 月 18 日下午，由广
东广播电视台南方卫视、草
晶华破壁草本联合主办的第
一届“健康广东”草本养生节
在广州正式启动。

记者了解到， 本届草本
养生节为期 3 个月， 计划在
广州、 深圳等大湾区主要地
市举办公益地推活动， 邀请
权威专家来到现场， 针对当
地不同年龄群体的养生需求
进行面对面的科普讲座，解
答群众的健康疑问。

据了解， 本届草本养生
节形式颇为新颖，将举办“草
本养生节———寻找养生大玩
家”活动，通过三个阶段的招
募、海选和复赛，征集出“十
大养生大玩家”，向社会传播
科学养生知识。

同时，主办方还发起“寻
找养生大玩家”线上征集活
动，通过媒体宣传平台及抖
音新媒体平台进行征集，邀
请网红大咖作为发起人，以
“Show 出养生新态度”为口
号 ， 全媒体平台寻找在饮
食、运动、穿搭、情绪等不同
范畴拥有独特养生方式的
新潮养生达人，让养生“潮”
起来。

“通过各种新颖的方式，
让不同的年龄群体参与进
来， 打造一个不一样的养生
节。 ”草晶华创始人、中智药
业集团董事长赖智填说。

此次活动主办方有关负
责人表示， 希望通过此次草
本养生节，让关注健康、科学
养生变为一种有趣、时尚、潮
流的生活方式， 引导更多年
轻人注重养生， 形成“早点
养，懂得养，更健康”的健康
观念。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豪摄影
报道：一场科技界的“头脑风暴”
正在广州南沙上演。 11 月 18—
20 日，全球第一大商业及财经新
闻网络 CNBC 在南沙举行第二届
全球科技大会（见上图 ）。 两天半
的时间内，这里将举办超过 35 场
炉边谈话、小组讨论，为大家奉上
一场科技“大餐”。 其中，IBM、纳
斯达克、蚂蚁金服、华为、京东、滴
滴等多家企业高管围绕金融科
技、 人工智能、5G 与智慧城市等
热门话题进行交流。

大会上，“粤港澳大湾区”成
了会上的热门话题。“粤港澳大湾
区充满了新机遇， 希望通过此次
大会向全球的企业共同分享这一
新机遇。 ”CNBC 总裁沙利文说，
自去年开始，CNBC 全球科技大
会将连续在南沙举办三年， 为东
西方企业搭建沟通合作平台。

南沙具有地处粤港澳大湾区
地理几何中心的区位优势、“国家
级新区”“自贸试验区”“自主创新
示范区” 等多重国家战略叠加的
政策优势， 以及毗邻港澳的开放
优势。

就在 2019CNBC 全球科技大
会前一天， 南沙国际邮轮母港正
式开港，可以说南沙在海、陆、空
立体交通网络上都占据中心位
置。“南沙是个具有无限潜力的地
方， 在粤港澳大湾区这个国家级
战略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如
果说我自己要在中国开公司，我
肯定选择在南沙！ ”CNBC� Cata-
lyst 高级副总裁 Max� Raven 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据其介绍，今
年 CNBC 还在广州成立了专门办
事处，专用于报道广东和粤港澳大
湾区的经济财经新闻，让全球投资
者及时了解大湾区发展动态。

羊城晚报讯 记者梁怿韬，通
讯员范敏玲、 黄嘉庆、 欧志斌报
道：人类不方便做或者做不好的
事情 ，交给机器人吧 ！ 11 月 18
日， 全球规模最大的机器人制
造企业日本发那科公司 ， 在中
国广州市黄埔区广州科学城建
设的华南地区总部基地开业 。
据悉， 该公司生产的机器人不
仅能够为粤港澳大湾区各类企

业提供“工业智造 ”方案，也将
为广州培育机器人产业链作出
贡献。

据悉，除了发那科外，广州科
学城目前已落户有广州数控、瑞
松科技、 弘亚机械、 明珞装备等
10 多家机器人企业，初步形成了
高端智能装备产业带， 助力广州
科学城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
国智造中心。

2019年公益订报数量已破四千余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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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宋昀潇 实习生 胡淑茵

整治“不规范” 解决“不满意”

“南粤家政”羊城行动启动
到 2021 年，城中将出现174 家以上“羊城家政”基层服务站

第一届“健康广东”
草本养生节启动

不一样的养生节
让年轻人嗨起来

疯狂干扰目标手机
“呼死你”敛财250万 羊城晚报记者 董柳 通讯员 云法宣

广州15人被判刑

CNBC 全球科技大会
再次莅临南沙
分享粤港澳大湾区新机遇

全球规模最大机器人制造企业
华南地区总部基地黄埔开业

污水处理厂本是治污却致污
施工泥浆水直排河涌吃罚单捐赠仪式上，大同中学校友冯健将羊城晚报投进学生代表手中的报箱

机器人展示 羊城晚报记者 邓勃 摄

案
城

羊城晚报讯 记者周聪、通讯
员穗人社宣报道：3 年培训家政
人员 12 万人次！ 至 2021 年，广
州家政养老服务将实现全市覆
盖！ 18 日上午，广州正式发布《实
施“南粤家政” 羊城行动方案 》
（下称 《行动方案 》），宣告“南粤
家政” 羊城行动启动。 到 2021
年， 城中将出现 174 家以上街
（镇）“羊城家政”基层服务站。

广州家政人员缺口65万
随着老龄化日益加重，二孩

政策的开放，家政产业强大的市
场潜力和发展空间日益凸显。据
不完全统计 ， 目前广州有超过
35 万家政从业人员， 按照 20%
的家庭需要家政人员来计算，估
计广州至少需要 100 万家政从
业人员。 这意味着在广州， 家政
服务人员缺口高达近 65 万人。
而记者走访发现， 有不少市民用

“不规范”“找不到”“不满意”来

概括生活中使用家政服务时遇到
的问题。

今年 8 月，广东省启动“南粤
家政”工程，通过工作“小切口”
推动服务“大变化”，满足民生大
需求。 广州市也在家政服务上再
发力，加快行业标准化、专业化、
智能化发展， 力促家政行业向现
代服务业迈进， 成为粤港澳大湾
区家政服务业的“领跑者”。

三年家政培训12万人次
据了解，本次广州发布的《行

动方案》，主要内容包括五大计划
二十条措施， 包括实施“贴心家
政”融合发展计划、实施“称心家
政”品牌创建计划、实施“匠心家
政”素质提升计划、实施“暖心家
政”就业促进计划，和实施“放心
家政”诚信服务计划。

到 2021 年 ， 全 市 将 建 设
174 家以上街 （镇 ）“羊城家政”
基层服务站，实现家政养老服务

全覆盖；发放“上门服务卡”5 万
张以上， 从业人员实现安全准
入、持证上岗；开展家政服务类
培训 12 万人次以上， 打造一支
高水平的家政服务、管理人才队
伍 ； 建设 20 家以上“‘羊城家
政’示范门店”，建设扶持 10 家
以上有影响力的家政服务龙头
企业，树立一批家政服务从业人
员典型。

组建人才培养联盟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市民口

中的“不规范 ”主要源于两点 ：
一是家政机构不规范 ， 二是服
务人员服务内容不规范 。 一个
人一张桌子一部电话， 这就办
起了“家政”,您要找保姆没问
题，交上百元中介费即可。 可是
这 些 家 政 公 司 既 没 有 固 定 员
工，服务价格还商量着来，服务
质量更是无法保证。

市民对于规范家政行业的呼

声有多迫切？ 从一组数据可看出
一二。 在活动现场举行的“羊城
家政十佳满意品牌服务”授牌，成
为了不少市民关注的焦点。

该活动由羊城晚报报业集
团 、 广州市妇女儿童社会服务
中心 、 广州市家庭服务行业协
会 、 广州市家庭服务联合会主
办，受到行业 、企业 、市民的关
注，市民累积参与投票超过 100
万次。

家政行业从业者徐卫华告
诉记者 ， 此次评选受到了市民
广泛关注 ， 在他看来这表明人
们对家政行业的需求和期望越
来越高。 记者了解到，为了满足
市民的需求，广州组建了“羊城
家政”人才培养联盟。“实现校
企合作共同开展家政人才培养
和定向输送。 ”广州市轻工技师
学院党委书记邹菁如是说 。 据
了解，目前该联盟目前有 37 家
成员 ， 包括家政、 养老服务协
会 ，家政、养老企业入盟 ，将发

挥技能人才特别是家政服务业
人才培养校企合作 ， 推动家政
服务职业化 、专业化 、标准化 、
国际化的发展。

推广家政人员实名认证
为解决家政行业人员“不规

范” 的问题，“南粤家政” 羊城行
动还推出了集诚信信息、 公共服
务、行业管理等功能为一体的“广
州市家政服务综合平台”。 据了
解，该平台实现了家政服务“诚信
有追溯、 技能有保障、 三方有评
价、管理有支撑”。 依托广州市家
政服务综合平台， 推广使用集实
名认证的身份信息， 以及从业经
历、培训、体检等信息为一体的家
政从业人员服务证。

与此同时， 广州市人社局透
露还将制定一套有国际水平、广
州特色的家政行业发展、 等级评
定、 培训鉴定等方面的地方标准
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