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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持续低位”到“陡然上蹿”

第二产业拉动
广东用电量强势增长

羊城晚报讯 记者程行欢， 通讯员黄勇
华、刘春晓报道：18 日，南方电网全网负荷、
电量首次实现复工复产后的正增长。记者了
解到，拉动广东用电量强势增长的是第二产
业。 其中，各类制品业、电器机械和器材制
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用电环比增长较快。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今年春节后，南
方电网负荷增长基本停滞，全天大部分时段
用电需求较低，全网日用电量曾一度只有去
年同期的七成左右。

3 月 18 日， 南方电网全网最高负荷达
1.43 亿千瓦， 日发受电量 28.22 亿千瓦时，
同比去年分别增长 0.05%、0.94%。 这是复
工复产以来，南方电网全网负荷、电量首次
实现正增长。

从“持续低位”到“陡然上蹿”，数据之
变反映了企业复工复产进程加快，南方五省
区经济社会发展正加速向常态回归。

分行业来看，拉动广东用电量强势增长
的是第二产业。 其中，各类制品业、电器机
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用电环比增长较快， 成为拉动省内
用电增长的主导力量。 作为受疫情影响最深
的第三产业，电量仍在缓慢恢复中。 从广州供
电局上周的数据来看， 工业平均日电量环比
复工第一周上升 84.2%， 恢复至春节前水平
（1 月上旬平均用电水平）的 97.86%，而第三
产业上升 35.81%，相当于春节前八成的量。

羊城晚报讯 记者唐珩、
通讯员岳才轩报道：24 日，
记者从广东省财政厅获悉，
为落实中央及省决策部署，
支持市县有效应对疫情影
响，做好“三保”保障工作，广
东财政在提前下达 2020 年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和均衡性
转移支付资金的基础上，近
日再下拨县级基本财力保障
和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 30
亿元， 全力保障基层疫情防
控和“三保”经费需求，助力
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
体战、阻击战。

本次增拨下达转移支付
资金， 覆盖粤东粤西粤北和
珠三角财力薄弱地区共 86
个县（市 、区 ），实现困难地区
全覆盖，平均每县（市 、区 ）获
得增量资金达 3500 万元，最
高的超 1 亿元。 以湛江为例，
按新的转移支付办法，省级财
政在湛江市原激励性转移支
付基数 23.42 亿元的基础上，
安排湛江市 2018 年增量资
金 9.36 亿元，2019 年增量资

金 16.27 亿元 （较 2017 年 ），
两年增量共计 25.62 亿元，特
别是雷州市、 廉江市、 吴川
市、遂溪县和徐闻县 5 个县市
获得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资金
大幅提高， 极大增加县市可用
财力；赤坎区、霞山区、麻章区
和坡头区等四个市辖区列入保
障范围后， 增加的补助收入也
有效缓解了市辖区财力薄弱问
题， 为湛江加快推进省域副中
心城市建设、 打造现代化沿海
经济带重要发展极提供有力
的财力保障。

本次资金分配充分考虑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阶段性
减收增支影响， 重点向减收
多、 疫情防控增支需求大、财
力困难地区倾斜。 根据 2020
年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
补资金分配表，今年县级基本
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合计
174.76 亿元， 其中 106.03 亿
元下达给省直管县，充分直接
解决直管县的困难和问题。据
统计，八成以上受补助地区财
政收支压力明显缓解。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志文、 通讯员刘毅
报道：24 日，羊城晚报记者从广铁集团了解
到，3 月 27 日起至另有通知时止， 广珠城
际、广惠城际、广肇城际 3 条城际线路的部
分动车组票价将实行 8 折优惠。

其中，广珠城际有 8 趟动车组列车票价
实行 8 折优惠，广惠城际和广肇城际本线的
所有动车组列车票价均实行 8 折优惠。

广铁集团客运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实行
折扣优惠， 旨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充分发挥城际动车组短途运输优势，更好地
满足珠三角经济圈“上班族”复工复产短途
出行和旅游出行需求， 促进“本地人游本
地、周边人游周边”。

以上线路列车折扣车票于 3 月 24 日陆
续开始发售。

羊城晚报讯 记者莫谨
榕、通讯员岳瑞轩报道：10 日
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对
除“两高一资”外所有未足额
退税的出口产品及时足额退
税。 20 日起，瓷制卫生器具等
1084 项产品出口退税率提高
至 13%， 将植物生长调节剂
等 380 项产品出口退税率提
高至 9%。 其中，广东前期大
力争取的陶瓷卫浴洁具、新
型塑料、 五金刀剪、 建筑配
件、 汽车配件等的出口退税
率由 10%提高到 13%， 鲜活
肉类产品的农副产品 （猪 、
鸡 、牛 ）出口退税率由 6%提
高到 9%，均实现征税率与退
税率一致。

记者日前从国家税务总
局广东省税务局获悉，据测
算， 按 2019 年的出口情况
来计算，本次出口退税率调
整将惠及广东地区 61 .7 亿
美元的出口商品，全年预计
为 1 .2 万户企业注入出口
退（免）税资金 13 .1 亿元人
民币。

据介绍， 为了尽快让企
业享受退税政策“红包”，广
东省税务局第一时间升级出
口退税率文库， 并通过广东
税务微信公众号和出口退税
综合服务平台推送退税率调
整的具体信息， 各地税务机
关也主动提醒出口企业升级
文库并做好申报的辅导。

全力保障基层疫情防控和“三保”经费需求

广东财政增拨资金30亿元

3月20日起
多类产品退税率调整
广东61.7亿美元出口商品受益 广珠广惠广肇部分动车

票价27日起8折优惠

上图是广州 1908-2019 年
间年平均气温变化图，气温有上
升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平均升
温速度达到了 0.14℃/10 年，也
就是 100 年上升了 1.4℃。 上世
纪 80 年代以来增暖趋势最强，
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 19
年，是广州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暖
的时期，年平均气温为 22.8℃。

气候变化与城市发展使得夏

季高温增多增强， 暖冬出现几率
增大。 广州高温呈现“高温日数
激增， 最高气温屡创新高， 高温
持续时间增长， 高温初日提前，
终日推迟”的趋势特征。

1990 年以前全市平均年高温
日数仅 6.5 天，1991-2010 年增加
到 20.2 天， 最近 9 年则高达 34.7
天。此外冬季气温升高也使得出现
暖冬或无冬的几率更高。

上图是广州年雨量随时
间的变化， 虽然不如气温变
化趋势那么明显， 但同样具
有增多的趋势。 广州近百年
雨量增加的速度是 32.2 毫
米 /10 年， 也即是说现在年
雨量比 20 世纪初要多 300
多毫米， 最近十年广州平均
年雨量达到 2193.8 毫米，是
雨量最多的时期。

不仅是雨量增加，雨强似
乎也在增强。 新世纪以来广州
城区的短时强降水（指小时雨

量在 20 毫米以上） 发生频率
和雨强均处于历史最高值，尤
其短历时雨强上世纪九十年
代后较之前增长了 10～15%。

同时， 在城市雨岛作用
下，越秀 - 天河 - 海珠一带成
为广州市短时强降水中心之
一，每年出现 15～25 次，雨量
达 500～800 毫米。 短时强降
水事件的增多增强，加上城市
下垫面变化等因素，致使广州
城市内涝灾害发生的频率、强
度及影响也日益加剧。

近十年台风、 暴雨洪涝、
强对流 、雷击、高温等气象灾
害多发，给广州造成社会影响
和巨大经济损失。 以台风暴雨
为例：

1951年以来登陆广东的15
个最强台风有8个出现在2013
年之后， 分别是2013年的“天
兔 ”、“尤特 ”，2014年“威马

逊 ”，2015年“彩虹 ”，2016年
“妮妲”、“海马”，2017年“天
鸽”和2018年“山竹”。

2018年台风“山竹 ”给广
州带来大范围且长时间持续
的大风灾害，同时引发历史最
强风暴潮增水，导致全市树木
倒伏7280宗 ，因树倒伏死亡 3
人，直接经济损失12 .84亿元。

2018年台风“艾云尼”引
发的持续性强降水给广州带
来严重的城市内涝灾害和山
体滑坡地质灾害，内涝过程积
水范围之广、积水时间之久前
所未有，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9 .58亿元。

而 2010 年 、2017 年 的 两
个“5·7” 暴雨过程历史罕

见 。 2010年5月7日， 全市特
大暴雨导致严重城市内涝 ，
35个停车场被淹 ， 水浸车辆
1400多台 ， 经济损失超 5亿
元。2017年5月7日，广州出现
了历史罕见的大暴雨到特大
暴雨降水过程， 暴雨造成严
重城市内涝 ， 致使全市直接
经济损失7 . 7亿元。

广州 1908-2019 年逐年平均气温（单位：℃）

广州 1908-2019 年逐年雨量（单位：毫米）

暖冬或无冬
几率将更高

A
B 短时强降水多了

灾害性天气多影响严重C

高温日数激增

广州近 10 年气候变化趋势显示：
据世界气象组织近日发布的

最新报告显示，2019 年是全球有
气温记录以来第二热的年份，仅
次于 2016 年。 而有气象记录以来
前 5 个最热年份都出现在最近 10
年，我国从 2013 年起连续 7 年暖
冬。 在这种大的气候背景下，广州
近些年气候上也呈现出“气温高、
雨量多、气象灾害重”的特点。

羊城晚报记者 郑少玲 通讯员 林惠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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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提前看大结局还要再付费，“会员免广告”并未全免

追剧付费有“连环套”？
网友告腾讯索赔万元

务工人员陆续到岗，上下游供应链复苏，制造之都重焕活力；完善的
产业配套，使其在产能恢复上更具优势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余宝珠 图 / 羊城晚报记者 王俊伟

“公司的复岗率已经达到 100%，产能也全面恢
复了。 ”3 月 24 日， 厨房家电生产企业———东莞海
新金属科技公司在复工一个多月后， 生产车间已恢
复了往常的繁忙。 记者了解到， 随着越来越多的务
工人员抵达东莞到岗， 上下游供应链复苏， 制造之
都重新焕发活力。 最新数据显示， 目前东莞全市复
工企业已达 21.45 万家，在岗员工 409.17 万人，复
工率为 99.17%，复岗率为 99.06%。 其中规上工业
企业复工数量和已复岗人员数量均排名全省第一。

“订单情况跟往年差不
多，车间产能也已恢复。 ”海
新金属科技副总经理张宇
向记者透露，公司从 2 月 10
日就开始复工了，当时受交
通封锁影响，很多员工滞留
当地 ， 复岗率只有 50%左
右。 现在，这家制造企业的
生产已经回归正轨。 跟企业
配套的上下游供应商基本
都复工生产，成为公司马力
全开、 全力生产的有力支
撑。 同样，位于东莞黄江的
欣意医疗，其生产车间的防
疫 类 产 品 复 岗 率 早 达 到
100% ， 其他相关产品的生
产也在逐步恢复产能。 欣意
医疗公司协理庄惟棠表示，
上下游的供应商基本都恢
复生产了，现在开始进入正

常的排单生产阶段。
东莞相关部门提供的数

据也显示， 广大制造企业的
生产已逐渐恢复正常。 根据
东莞市人社部门的数据显
示，截至 3 月 20 日，东莞全
市复工企业 21.45 万家 ，在
岗员工 409.17 万人 ， 按照
21.63 万家企业为基数计算，
复工率为 99.17%，按照节前
企业 413.04 万人计算，复岗
率为 99.06%。 其中，规上工
业企业复工 10591 家 （全市
共 10657 家 ）， 复 工 率 为
99.38%；在岗员工 215.32 万
人 （全市共 209.69 万人 ），复
岗率 102.69%。 据介绍，东莞
市的规上工业企业已复工企
业数量和已复岗人员数量均
排名全省第一。

企业恢复生产了，但配套的供应商
复工进度有限，面对新的难题，东莞制
造企业又该如何应对？东莞吉川机械科
技公司相关人士向记者透露，由于公司
部分供应商复工有限，存在交货不及时
材料无法到位等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到公司的正常生产。

针对这一问题， 东莞市工信部门提
前介入， 多举措并进， 全力推动重点企
业产业链上下游复工复产。 该局相关负
责人透露， 该局通过对重点企业、 产业
链节点企业、 重要防控物资生产企业的
跟踪服务， 特别是对东莞市电子信息、
电气机械等支柱产业链龙头企业、 节点
企业和上下游配套企业进行重点摸排梳

理，了解这些企业的复工复产需求，帮助
企业解决问题和困难， 尽快推动其复工
复产。 同时，充分发挥各级各部门作用，
积极挖掘市内可替代的、新的配套企业。
记者了解到， 东莞接下来将继续推动产
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尽快协同复工。

记者了解到， 以制造业立市的东
莞， 制造业优势和产业链配套优势突
出，以电子信息制造业为例，东莞本土
产业链涵盖从产品设计到产品制造和
检测， 从基础零部件到终端产品制造，
从消费类产品到投资类产品的完整产
业体系，产业配套率达 90%以上。 完善
的产业配套，让东莞制造在产能恢复上
更具优势。

规上工业企业复岗率 102.69%

底气：本土产业配套率超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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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钱购买了视频网站的会员、成为 VIP，却发现还有
“VVIP”，还继续付费，才能多看几集。 46 集古装网剧《庆
余年》是去年的大热网剧。 然而，视频网站的双重付费模
式，却让许多网友反感。近日，有市民一纸诉讼告至深圳南
山法院，要求腾讯赔偿 1 万元。 目前，该案正在审理中。

羊城晚报记者 林园

“
”

法院以“服务合
同纠纷”立案

为追剧，许多网友购买了
腾讯视频的会员服务，但购买
后却发现，想要提前看剧还需
再付费进行“超前点播”。 就
《庆余年》而言，选择进行“超
前点播” 付费服务的用户，可
以在平台会员的基础上以每
集 3 元的价格进行单集购买，
也可以一次性支付 50 元以在
每次更新日都多看 6 集。腾讯
视频推出的这项“超前点播服
务”，引发了较大争议。

对此，有市民将腾讯告上
法庭。 近日，南山法院正式受
理了该案，案由为服务合同纠
纷。 据介绍，原告林某以个人
用户和网络平台签订的会员
服务协议部分合同条款无效
等为由，将深圳市腾讯计算机
有限公司诉至南山法院。 原告
诉称，2019 年 3 月其与被告订
立了《腾讯超级影视 VIP 会员
服务协议》（下简称协议 ），该
协议部分条款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

原告认为，协议中的导言
部分条款规定：“双方确认前
述条款并非属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合同法》 第 40 条规定的

‘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
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 的条
款，并同意该条款的合法性及
有效性。 ”系以格式条款规定

符合格式条款定义的“前述条
款”并非格式条款，违反国家
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
无效。

原告还认为，被告在广告
中宣称，涉案服务协议提供的
服务包括如下几点：1.热剧看
全集；2.热剧提前看；3.会员免
广告。但在实际提供服务的过
程中，原告发现其并无法看全
集，“热剧提前看” 亦降级为
“免费提前看一部分”“付费提
前看另一部分”，“广告特权”
更沦为“会员看定制广告”。在
涉案服务协议中，否定了其在
广告中声称的权益。

会员额外付费超
前点播并不少见

林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
涉案服务协议中部分条款无
效，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1 万
元。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审
理之中。

记者了解到，会员额外付
费超前点播这一模式并不少
见。 此前，《陈情令》即将进入
大结局。 腾讯视频同样提出，
用户花 30 元就能提前“解锁”
大结局。 此外，《明月照我心》
《没有秘密的你》 等剧在排播
上，也都采用过类似套路。

与此同时，视频网站的广
告也遭诟病。 有网友指出，虽
然腾讯视频在引导用户注册
VIP 时，标榜可以去除片头广

告，然而在收看《庆余年》等热
播剧时，依然会在片中不经意
间“被广告”。这让许多网友大
呼， 会员的权益在不断“缩
水”。事实上，腾讯视频在注册
的用户协议中也提出了，腾讯
视频会对会员在观看节目内
容时看到的广告设置相应的
时长减免，“但并不会完全地
消除所有广告和商业信息”。

业内人士： 网站
增收要考虑用户心理

对此， 记者采访了曾导演
过多部网剧的影视从业人员吴
先生。吴先生介绍，而今包括腾
讯视频、 爱奇艺等知名视频网
站，在影视剧的版权购买方面，
都花费了巨资，“目前用户每月
交的几十元会员费， 比国外很
多收费网站要低， 跟网站付出
的版权费相比是杯水车薪。 ”据
资料显示，2006 年《武林外传》
80 集的网络版权仅售 10 万
元，2015 年开播的《芈月传》单
集版权费超过 1000 万元。

吴先生透露，目前视频平
台都发力自制网剧，但内容成
本的支出依旧高企，特别是现
在是影视业寒冬，无论是影视
从业人员还是视频网站，都需
要寻找增收途径。“类似于这
样的提前点播，也是网站增收
的尝试。只不过要考虑到用户
的心理，不要让用户太反感。”
吴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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