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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付怡， 通讯
员杨秋明、 张毅涛报道：14 日傍
晚，晚高峰时段，一名即将临盆的
产妇被堵在内环路广园路路段的
高架桥上，情况万分危急，幸好，
广州海珠警方疫情防控应急处置
分队民警黄鑫驾着警车经过，警
车秒变“救护车”。 在黄鑫的帮助
下，产妇平安诞下女婴。

当天 18 时 30 分， 黄鑫正驾
驶着警车执行任务。 当警车途经
内环路广园路路段时， 一辆打着
应急灯的小车里， 驾车男子焦急
地向着警车挥手。黄鑫立即上前，
透过车窗， 他看到小车的后排座
位上， 一位阿婆正安抚着一位满
头大汗的孕妇，孕妇手捂肚子，急
促地喘气。

从男子口中，黄鑫得知，该男
子正和母亲送即将生产的妻子去
医院。妻子的羊水已破，孩子随时
会出生。 可遇上了交通晚高峰，他
开了40多分钟，还塞在路上。

情况紧急， 黄鑫立即将产妇
扶上警车， 叮嘱男子务必驾车紧
跟警车后， 便开启警灯， 拉响警
笛，一路疾驰开往医院。

为了能让产妇在到达医院时
快速得到救治，黄鑫一边开车，一
边免提拨通了医院的电话， 将基
本情况和预计到达时间提前告
知， 并确认了警车进入医院的路
线与停车位置， 为产妇提前打通
了快速通道。

“马上就到医院了！ ”黄鑫已
经看到几百米外的红十字了。 就
在这时， 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从
后排传来：“哇！ 哇！ ”

“生了！ 是个女孩！ ” 男子的
母亲激动地喊了出来。

很快， 警车抵达医院急诊科
门口。黄鑫跳下警车，冲入急救室
喊来医护人员……

等黄鑫帮家属将产妇的行
李搬进病房 ，安排妥当，已是晚
上 9 时。

晚上 10 时，已经回到单位的
黄鑫收到了孩子爸爸发来的消
息：“差十分钟就缺氧！好险！多亏
您全力帮助， 妻子才能及时赶到
医院，并平安诞下女儿。现在她们
母女平安。 感谢人民警察的无私
奉献， 在迎接新生命的路上保驾
护航。 ”

羊城晚报讯 记者程行欢报
道： 中广核大亚湾核电基地再度
刷新世界安全运行纪录！ 记者从
大亚湾核电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大亚湾核电公司”）
获悉，截至 3 月 15 日，岭澳核电
站 1 号机组连续 15 年无非计划
停机停堆， 实现连续安全运行达
5000 天，创造了国际同类型机组
连续安全运行天数的最高纪录。

WANO（世界核营运者协会）
指标是国际上衡量核电安全水平
的重要指标。2019 年，大亚湾核电

基地六台机组 72 项 WANO 指标
中，有 58 项（80%）进入世界卓越
水平， 创 4 台及以上压水堆机组
核电基地的世界纪录。

据大亚湾核电公司新闻发
言人常启能介绍 ，“连续无非计
划停机停堆 ” 是反映核电站管
理水平的关键指标。 到 2020 年
3 月 15 日， 岭澳核电站 1 号机
组实现连续 15 年安全稳定运
行 ， 实 现 连 续 安 全 运 行 5000
天， 比目前排名第二的国外机
组领先 15 个月时间。

羊城晚报讯 记者黄宙辉， 通讯员
邓玉梅、刘文霞摄影报道：昨日，广州博
物馆恢复部分展区开放，镇海古楼的大
门再次打开，迎接八方来客。 恢复开放
首日，共有 215 名游客登上镇海楼。

早上 9 时，广州博物馆迎来了恢复开
放后的首批观众。 其中，有广州本地市民
朱先生， 有来自四川的博物馆迷饶先生，
更有与广博不期而遇的宁夏游客。 三位游
客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在入馆前依次完
成实名登记、出示穗康码、线上购票、测量
体温等一系列防疫工作。 首批入馆观众还
获赠广州博物馆开发的文创小礼品。

来自四川的饶先生说，参观了世界
各地的博物馆超过 200 个，对广州博物
馆情有独钟。 当天凌晨 4 时多，饶先生
查阅到广州博物馆开放的最新消息，按
捺不住兴奋之情， 立马线上预约参观。

昨天一大早，他便来到广州博物馆等候
入馆。 他说，能赶上广州博物馆恢复开
放的首日入馆参观，很开心，希望广州
博物馆以后有更多更好的展览向观众
展示岭南之美、广府之美。

如何确保前来参观游客的健康与
平安？ 广州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在
开馆前，该馆已做好细致的防疫防控准
备工作。 从消毒酒精、口罩、手套、红外
线测温器等物资的准备，到工作人员以
“观众”角色实操演练入馆等。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广东已
有多个公共文化场馆已恢复或即将恢
复开放。 记者梳理发现，市级公共文化
场馆开放最踊跃。 其中，茂名市博物馆、
韶关市博物馆、北伐战争纪念馆、广东
民间工艺博物馆（陈家祠）等已开放；广
州市三大文化场馆中， 广州图书馆、广

州博物馆于 3 月 15 日恢复开放， 广州
市文化馆将于 3 月 16 日开放； 清远市
博物馆将于 3 月 17 日恢复开放。

羊城晚报讯 记者唐珩、丁
玲，通讯员粤消委报道：在当前
疫情对经济造成较大冲击情况
下， 消费的拉动作用被寄予了较
大期望。 改善消费环境，则是进
一步释放消费潜力的关键所在。

3 月 15 日，广东省消委会发
布了《广东省经营者“放心消费
承诺”活动规则（试行 ）》和《广东
省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指引（试
行）》（以下简称《指引》）。 自即日
起，消费者在 1671 家“放心消费
承诺单位”购物时，可享受商家
先行赔付服务，而广东省也已有
214 家商家作出“线下无理由退
货承诺”， 退货时限最长的达到
30 天。

“三大承诺”覆盖消
费全链条

根据《广东省经营者“放心消

费承诺”活动规则（试行 ）》，参与
该项活动的经营者， 须向社会公
开作出“三大承诺”：一、品质保
证。 即不提供假冒伪劣商品，不
提供“三无”产品，不提供不合格
商品， 不提供来源不明商品，不
提供过期商品 ， 不提供缺陷商
品， 不提供侵犯知识产权商品；
二、诚信保证。 即不作虚假宣传，
不搞低价诱导， 恪守服务承诺，
明码实价，诚信待客；三、维权保
证。 即履行保护消费者权益第一
责任， 提供便捷售后服务， 高效
处理消费纠纷， 承担先行赔付和
首问责任。

“三大承诺”覆盖商品和服务
领域，涉及质量、价格、合同、售
后、 知识产权等方面， 同时源于
法律也高于法律， 要求经营者承
担先行赔付、 首问负责等义务，
在此基础上， 经营者还可根据自
身实际经营情况， 作出更高、更

多、 更有利于提高消费黏合度、
更有利于消费者的承诺。

目前， 全省已有 1671 家商
家申请了“放心消费承诺单位”。

实 体 店 购 物 也 可
“无理由退货”

2014 年新修订的《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 实施后， 消费者线上
消费享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
权利，购物更有保障。 此后，社会
各方对实体店实施“无理由退
货”制度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3 月 15 日公布的《指引》规
定， 无理由退货的商品品种、范
围、时限（不少于 7 日 ）由店家自
行确定， 但必须在店内醒目位置
进行公示。

此外，《指引》 对消费者退货
的条件进行了约定， 包括退货商
品应该完好， 不影响二次销售；

赠品、 配件等一并退回； 退货运
费由消费者承担等， 同样保证了
商家的正当合法权益。

推 行 线 下 无 理 由 退 货 制
度， 不仅进一步提升消费者线
下购物体验 ， 同时也倒逼企业
提高商品质量， 进一步促进广
东消费环境改善。 目前，第一批
已有 214 家商家作出“线下无
理由退货承诺”，退货时限最长
的达到 30 天。

发现问题“扫码”即
可反映

经营者参与“放心消费承诺”
和“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 可向
各地级市消委会申请， 也可以通
过行业协会组织报名。 申请只需
符合依法领取营业执照、 有固定
经营场所、 正常开展营业等基本
条件。 申请通过后， 经营者即可

获得“放心消费承诺单位”“线下
无理由退货承诺店”等称号。

主办单位除授予经营者相关
公示牌在经营场所悬挂， 省消委
会还专门在其官方网站（www.
gdcc315.cn）设置“广东放心消费
承诺” 专栏， 对全省所有参与单
位进行集中公示宣传。 相关信息
也会不断在各级消委会网站、微
信公众号滚动公示， 供社会各界
和消费者了解查询。

虽然申请方便， 入门条件不
高，但经营者作出“承诺”后须接
受全社会的监督。 社会各界和广
大消费者若发现经营者虚假承
诺、 承诺执行不力或有其他不当
行为， 可直接向当地消委会投
诉， 也可通过扫描公示牌上的二
维码向省消委会反映。 消委会将
针对线索开展调查核实， 并根据
相关规定作出纠正、 摘牌、 曝光
等处理。

广州餐饮业线下实体店复工率已超七成

“暖爱广州”带来人气暖了餐桌

温暖长存羊城，爱心溢满广州。
昨日， 众多广州餐饮企业和汇集餐
饮企业的商业场所， 响应由广州市
商务局、 广州地区五大餐饮行业商
协会、羊城晚报社等共同倡议的“暖
爱广州”行动，通过线上线下展示行
动 LOGO、严谨的防疫措施和诱人
的优惠方式，吸引市民光顾。

据悉， 广州餐饮行业线下实体
店复工率已超七成。 相关职能部门
将通过“暖爱广州”为起点，推动多
行业带动餐饮业，共同托举起“食在
广州”金字招牌。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严艺文 徐振天 梁怿韬
郑少玲 宋昀潇 实习生 沈安荞

图 / 羊城晚报记者 林桂炎 宋金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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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214 家商家承诺———

线下消费也可以无理由退货

“暖爱广州”点亮乐峰广场大屏幕

厨师亮出“暖爱广州”LOGO

中国核电站又创纪录
岭澳核电站 1 号机组连续安全运行 5000 天

临盆产妇堵在高架
警车秒变“救护车”

在广州海珠民警帮助下产妇平安诞下女婴

广州博物馆昨恢复开放部分展区———

恢复开放首日，215 名游客登上镇海楼

观众在广博欣赏珍贵藏品

本地菜心 8.41
生菜 6.1
西生菜 10.25
西红柿 8.84
芥兰 10.63
红萝卜 7.13
白萝卜 3.93

水空心菜 9.37
青皮冬瓜 4.59
土豆 7.31
西芹 8.7
莴笋 7.53
黄鳝 65.54
鲫鱼 22.8

冻排骨 55.46
冻鸡翼 41.13
精瘦肉 81.13
鲜牛肉 110.13
生宰光鸡 40.93
红壳鸡蛋 10.77

计量单位：元/公斤
3月15日菜价

来源/广州市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 整理/傅铭途 制表/李焕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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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孙磊报道：
3 月 15 日 15 时 20 分，《欧阳海
之歌》作者、广东首届文艺终身
成就奖获得者金敬迈先生在南
部战区总医院与世长辞 ， 享年
90 岁。

金敬迈的儿子金东在电话中
告诉羊城晚报记者，金敬迈 2016
年底就住进医院， 长期卧床很少
讲话，金敬迈生前谦和，要求家人
为人处事要“低调”。

由于现在正处于疫情防控期
间， 金老的告别仪式将一切从
简 ，“目前收到的通知是参与告
别仪式的人数要控制在 10 到 15
人之间， 我们很难过， 但是这也
符合他老人家的心愿， 不给社会
添麻烦。 ”

1930 年出生的金敬迈是江苏
南京人，1949 年参加中国人民解
放军，195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
任第四野战军后勤部文工团、西
南军区文工团演员， 广州军区政
治部文艺创作组创作员。

金敬迈于 1958 年开始发表
作品，创作领域跨越话剧剧本、电
影文学剧本、报告文学、长篇小说
等。 2010 年 12 月，金敬迈获得广
东首届文艺终身成就奖。

其代表作是脍炙人口的长篇
纪实小说《欧阳海之歌》，是金敬
迈仅用了 28 天创作出来的。 小说
讲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英

模、 共产主义战士欧阳海烈士的
生平及“舍身救列车”的事迹，讴
歌了战士欧阳海在其短暂一生中
表现出的先人后己、 舍生忘死的
崇高精神。 该书在上世纪 60 年代
发行超过 3000 万册，激励了整整
一代人的爱国主义情怀。

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郭小
东指出，《欧阳海之歌》 在文学史
上的地位十分重要———在上世纪
90 年代，《欧阳海之歌》被列入中
国 100 部经典作品之一。

2007 年，金敬迈曾入选由羊
城晚报社、广东省文联、广东省作
协主持评选的“当代岭南文化名
人五十家”。 2018 年 12 月 1 日，
广东省作家协会举办广东文学名
家金敬迈学术研讨会。

《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逝世
曾获广东首届文艺终身成就奖，享年90岁

金金敬敬迈迈先先生生

不止口号那么简单
倡议书呼吁餐饮企业参与

“暖爱广州” 行动的日期为 3 月
15 日。 记者走访发现，不少餐饮
企业在 3 月 13 日， 已在经营场
所亮出“暖爱广州”LOGO。

除了线下实体店的“亮相”，
“暖爱广州”的 LOGO 还在线上
展示。 截至 3 月 15 日 17 时，新
浪微博“# 暖爱广州 #” 话题接

龙，已有 94.5 万的阅读量。 能有
如此庞大的阅读量， 皆因部分

“暖爱广州”信息“有着数”：连锁
茶楼企业点都德，通过新浪微博

“@ 点都德大茶楼”，将“转发 +
关注抽 5 位老友记每人送一张
零门槛 50 元代金券” 优惠信息
放入“暖爱广州”信息中，一下子
吸引众多网友转发关注；阿泽西
紫菜包饭屋，也将“凭此微博到
花城汇店，可享受 19.8 元‘弄丑
再吃的韩式拌饭套餐’” 的信息
藏在“暖爱广州”微博信息中。

提升市民帮衬信心
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完全结

束，如何“吃得放心”？ 记者走访
发现 ，参与“暖爱广州”行动的
餐饮企业， 普遍设置严谨的防
疫程序，抽疏店内顾客容量，对
进店客人进行体温测量和身份
登记， 提供消毒洗手液等服务

方式， 这已基本成为一众参与
企业的“标配”。

除了严谨的防疫措施，部分
参与行动的企业还推出了和防
疫相关的产品。 在“虾饺妹”金碧
分店，记者看到，店家推出由罗
汉果、枇杷叶、夏枯草调制而成
的“清肺散热茶”，号称具有“清
肺散热”功效。 在羊城创意产业
园，参与“暖爱广州”行动的交己
人潮菜馆，定向向创意园部分企
业员工推出每人一份的“餐食 +
赠送口罩”套餐，亦向骏景花园
业主推出每户一份的“餐食 + 口
罩”套餐。 无论是上班族还是居
家族，都能通过餐厅解决吃饭和
口罩问题。

为战疫者出一份力
“与顾客真诚沟通交流，有

可能带动更多人前来消费。 ”羊
城创意产业园参与“暖爱广州”

行动的“湘江秘制”餐厅负责人
彭旎告诉记者，她会向每一位顾
客谈论餐饮业当下的经营情况。
有作家光顾餐厅，他将“湘江秘
制”经营情况写在自己的微信公
众号上，引来了粉丝们的追捧。

记者通过走访发现，餐饮企
业在经营受到冲击的情况下，依
然不忘热心社会公益。 不少参与
“暖爱广州”行动的企业，也有参
与广州各地的“无人爱心驿站”
公益行动，为各行各业“逆行者”
提供免费饮食。 广州西餐行业协
会会长吴春清表示，新冠疫情发
生让不少人措手不及，虽然经营
上暂时有损失，但餐饮业和社会
各界一样，希望为战疫工作者出
一份力。

从复产向达产转变
昨日， 羊城晚报记者从广

州市商务部门获悉， 广州餐饮

行业正在逐步复苏中， 全市 14
万家餐饮企业中， 线下实体店
复工率超七成， 线上外卖复工
率超八成。

“食客的用餐习惯可能会
改变，线上需求逐渐增多。 ”炳
胜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曹嗣标表
示，作为餐企要适时作出改变，
如增加上线礼品、礼盒，为线上
销售增加选择。目前，炳胜集团
基本全线复工， 营业额恢复两
成左右。

广州市商务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魏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线下打造品牌化，线上数
字化转型升级， 是餐饮企业的
未来发展方向。接下来，广州市
商务部门将以“暖爱广州”为起
点 ，推动会展、旅游、商贸等相
关产业带动餐饮业， 促进餐饮
业从复产向达产转变， 推动社
会各界共同托举起“食在广州”
金字招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