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日下午 ， “航空地质一
号 ” 飞机完成当天测量任务 ，
平稳降落在拉萨贡嘎机场 ，这
标志着我国首次完成对珠峰
及周边区域的高精度航空重
力测量。

2020 珠峰高程测量任务
包括地面和航空测量两部分 。
航空测量任务 5 月 1 日正式

开始，由有着“中国地调空军 ”
之称的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
调查局航空物探遥感中心使
用 “航空地质一号 ”飞机执行
航空重力和遥感测量任务。

据悉， 这是我国首次在珠
峰及周边区域开展高精度航空
重力和遥感综合测量， 将填补
相应数据资料的空白。

我国首次完成珠峰区域
航空重力测量

广东扎实做好“六稳”，全面落实“六保”

今年将为企业
减负超 2578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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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闻闻管管家家
知今日天下

看新闻管家

央行今年取消 11 项证明事项
中国人民银行 2 日表示 ，

取消 “户口迁移证明 ”等 11 项
证明事项。

值得关注的是 ， 行 动 不
便 、无自理能力等无法自行前
往银行的存款人 ， 在办理挂
失 、密码重置 、销户等业务时 ，
其配偶 、父母或成年子女作为
代理人 ，不再被要求出具关系

证明文件 ， 所在社区居委会
（村民委员会 ） 及以上组织或
县级以上医院也无需出具特
殊情况证明。 取消这些证明事
项后 ，银行可以通过与客户约
定采取上门服务方式办理 ，也
可以在风险可控并有效核实
客户身份和意愿的前提下 ，由
当事人委托代理人代为办理。

2 日 0-24 时， 广东省新增境
外输入确诊病例 1 例，广州报告，
来自阿联酋，在入境口岸发现，入
境后即被隔离观察。

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2 例，均为广州报告，分别来自美
国和英国，均在入境口岸发现，入
境后即被隔离观察。

(张华 粤卫信 )

广东省新冠肺炎疫情
6 月 2 日 0 时—24 时

新增确诊病例

1例境外输入

新增出院病例

0例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2例境外输入

网 易 2日 宣 布 启 动 香 港
IPO（首次公开募股）。 网易将
在香港公开发行1.7148亿股新
普通股，国际发售1.6633亿股，
发售价上限为每股 126港元 ，
假设超额配股权全部被行使 ，
此 次 全 球 募 集 资 金 约 为
244.868亿港元。 6月5日为预期
定价日 ，并将于6月11日上午9
时开始在香港交易所交易。

2000年 ，网易在美国纳斯
达克挂牌上市 ，是第一批登陆
美股市场的互联网中概股之
一 。 2019年10月 ，网易旗下子
公司网易有道在纽约证券交
易所挂牌 。 在香港上市后 ，网
易将成为全球唯一一家母公
司及子业务在纽交所 、纳斯达
克 、港交所同时挂牌的互联网
企业。

网易 2 日启动香港上市

广州昨日新增
境外输入病例1例

@街谈巷议

□林如敏

“谁能闹谁有理”不灵了
造谣称 “广州市方圆实验小

学老师体罚哮喘儿童至吐血抢
救”的家长，已被依法刑拘。（见 6
月 2 日本报报道）

经警方调查核实， 刘某故意
编造谎言 ，通过多个社交媒体账
号发布不实消息 ，并雇请人员进
行网络炒作 ，其目的是为了胁迫
学校开除涉事教师、索要赔偿。

刘某的认知也许是来源于此
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 “谁能闹
谁有理 ”的现象 。 她谙熟网络生
态 ，雇请人进行网络炒作 ，属于
能闹 、会闹的 “聪明人 ”。 但在法
治建设不断健全的当下 ， “谁能
闹谁有理 ”不灵了 。 不久前刚刚
闭幕的全国两会上 ，最高人民法
院在工作报告中特别强调了引导
社会成员增强公共规则意识 ，坚
决防止 “谁能闹谁有理”“谁横谁
有理”“谁受伤谁有理” 等 “和稀

泥”做法，让司法有力量、有是非、
有温度 ；让群众有温暖 、有遵循 、
有保障，争做法治中国好公民。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 。 网络带
来的革命性进步毋庸赘言， 但它
同时滋生出许多黑洞。 关键还在
于使用它的人是否足够理性 ，是
否有选择能力和判断能力。 刘某
妄图通过网络炒作来达成一己之
私 ， 她以为炮制了一盏香醪 ，没
想到最终咽下的是一杯苦酒。

师德当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
命题， 有关部门也高度重视。 近
日， 广东省教育厅公布了广东省
中小学、 高校教师违反职业道德
行为处理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 。
师德若真有问题， 同样要用法治
的维度去衡量、 去惩戒， 而不是
像刘某那样用讹诈手法， 那只会
是机关算尽太聪明、 反误了卿卿
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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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中小学
7 月 22 日放暑假

广州民办小学
完成电脑派位

有学校 343 人“抢”75 个学位；未派中
可参加补录

羊城晚报讯 近日， 省委
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
十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省
委书记李希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 系统回顾了我国民法
典的编纂历程， 深刻阐述了颁布
实施民法典的重大意义， 对推动
实施民法典提出明确要求。 我们
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
一要深刻认识民法典作为新中国
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

法律， 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
治建设的重大成果， 其颁布实施
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 自觉
以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 切实抓
好学习宣传实施工作， 更好推进
法治广东建设， 更好保障人民群
众合法权益。 二要扎实抓好民法

典的实施， 对照民法典规定和原
则开展地方性法规“立改废释”工
作， 以保证民法典有效实施为重
要抓手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加强
民事司法工作， 深化民法典普法
宣传教育。三要加强组织领导，为
民法典实施提供有力保障。 全省

各级党委政府要带头宣传、推进、
保障民法典实施。 各级领导干部
要带头作学习、遵守、维护民法典
的表率。各级人大、司法机关要结
合职能统筹推进宣传阐释工作，
各级组织部门要将民法典纳入干
部培训重点内容。 （徐林 岳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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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
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李希主持会议

羊城晚报记者 李天军

全国首部地方性个人破产法
规立法工作正在深圳紧锣密鼓进
行，记者6月2日获悉，《深圳经济
特区个人破产条例 （征 求 意 见
稿 ）》（以下简称 《征求意见稿 》）
目前正公开征集意见， 社会各界
可将意见直接寄送、 电邮或传真
到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办公
室，截止日期为6月18日。

深圳特色
鼓励创新宽容失败
据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孙迎

彤介绍，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是要最
大限度解除创业者的后顾之忧，激
发市场主体的创业热情，鼓励创新，
宽容失败， 让创业创新持续成为深
圳经济发展最根本的推动力。

关于债权人谁有权申请个人
破产， 是调研和征求意见过程中
各方关注的问题。《征求意见稿》
规定， 单独或者共同对债务人持
有五十万元以上到期债权的债权

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
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 债务人在
进入破产程序后， 不得担任上市
公司、 非上市公众公司和金融机
构的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职务，不得从事法律、行政法规禁
止从事的职业。

限制消费
不准住三星以上宾馆

破产者将被限制消费。
《征求意见稿》规定，自人民

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至人民
法院作出免除债务人剩余债务的
裁定之日止， 债务人不得有下列
消费行为：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
飞机商务舱、头等舱、列车软卧、
轮船二等以上舱位、G字头高速
动车组旅客列车及其他动车组列
车一等以上座位； 在三星级以上
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
等场所进行消费；购买不动产、机
动车辆；新建、扩建、装修房屋；
旅游； 供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
校；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

等场所办公； 支付高额保费购买
保险理财产品； 其他非生活和工
作必需的消费行为。

如想借钱，破产者有告知义务。
《征求意见稿》要求，自人民法

院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至人民法
院作出免除债务人剩余债务的裁
定之日，债务人获取一千元以上借
款或信用额度的，应当向出借人或
授信人声明本人破产状况。

破产免责
免责考察期限三年
破产免责是破产制度的一项

主要功能。《征求意见稿》 规定，
免责考察期为三年， 自人民法院
宣告债务人破产之日起算。 在破
产程序中和免责考察期内， 破产
人应当遵守人民法院依照本条例
作出的限制债务人相关行为的决
定。 违反该决定的， 人民法院可
以决定延长免责考察期， 但延长
期限不超过两年。

关于债务人获得免责的方
式，《征求意见稿》 采取了许可免

责模式，并设计了以下程序：一是
必须由破产人提出免责申请；二
是由管理人对破产人是否存在不
能免除的债务以及不能免责的情
形进行调查， 征询债权人和破产
事务管理部门意见， 并向人民法
院出具书面报告； 三是债权人可
以对免责裁定申请复议， 这样能
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程序权利。

债务人用于清偿债务的财产
与免责时点密切相关。考虑到个人
破产立法在国内尚属首次，从社会
接受程度和风险防控而言，宜谨慎
稳妥、逐步推进。因此，草案将免责
时点设定为免责考察期届满（自人
民法院宣告债务人破产之日起三
年），破产人才可以申请免责。但同
时也作出激励性规定，如破产人主
动清偿剩余债务达到一定比例的，
可以提前申请结束免责考察期，解
除相关行为限制。

《征求意见稿》还规定了追溯
制度， 即债权人或者其他利害关
系人发现破产人通过欺诈手段获
得免除剩余债务的， 可以申请人

民法院撤销免责裁定。

恶意逃避债务
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如何避免假借破产， 恶意逃避

债务？ 更是市民所关注的焦点。
《征求意见稿》通过一系列制

度设计来避免恶意逃债， 对于具
有破产欺诈行为的债务人， 不允
许其适用破产免责规则， 同时还
要追究其法律责任。

《征求意见稿》规定了不予免
除的债务、不予免责的行为、延长
免责考察期、撤销免责等制度，以
实现防范和惩戒破产欺诈行为的
目的；严格限制免除债务的条件，
即只有债务人如实申报财产，遵
循诚实信用原则， 主动移交财产
并配合处置，履行应尽义务、遵守
相关行为限制决定， 才能依法获
得剩余债务免除； 将免除债务人
债务和解除对其相关行为限制的
节点设定为免责考察期届满而非
破产宣告时， 且设置了相对较长
的免责考察期。

欠债 万以上可申请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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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持专家学者座谈会强调

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
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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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破产地方性立法在深圳
“破冰”，正公开征集意见 50

羊城晚报记者 李天军

全国首部地方性个人破产法
规立法工作正在深圳紧锣密鼓进
行，记者6月2日获悉，《深圳经济
特区个人破产条例 （征 求 意 见
稿 ）》（以下简称 《征求意见稿 》）
目前正公开征集意见， 社会各界
可将意见直接寄送、 电邮或传真
到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办公
室，截止日期为6月18日。

深圳特色
鼓励创新宽容失败
据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孙迎

彤介绍，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是要最
大限度解除创业者的后顾之忧，激
发市场主体的创业热情，鼓励创新，
宽容失败， 让创业创新持续成为深
圳经济发展最根本的推动力。

关于债权人谁有权申请个人
破产， 是调研和征求意见过程中
各方关注的问题。《征求意见稿》
规定， 单独或者共同对债务人持
有五十万元以上到期债权的债权

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
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 债务人在
进入破产程序后， 不得担任上市
公司、 非上市公众公司和金融机
构的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职务，不得从事法律、行政法规禁
止从事的职业。

限制消费
不准住三星以上宾馆

破产者将被限制消费。
《征求意见稿》规定，自人民

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至人民
法院作出免除债务人剩余债务的
裁定之日止， 债务人不得有下列
消费行为：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
飞机商务舱、头等舱、列车软卧、
轮船二等以上舱位、G字头高速
动车组旅客列车及其他动车组列
车一等以上座位； 在三星级以上
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
等场所进行消费；购买不动产、机
动车辆；新建、扩建、装修房屋；
旅游； 供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
校；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

等场所办公； 支付高额保费购买
保险理财产品； 其他非生活和工
作必需的消费行为。

如想借钱，破产者有告知义务。
《征求意见稿》要求，自人民法

院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至人民法
院作出免除债务人剩余债务的裁
定之日，债务人获取一千元以上借
款或信用额度的，应当向出借人或
授信人声明本人破产状况。

破产免责
免责考察期限三年
破产免责是破产制度的一项

主要功能。《征求意见稿》 规定，
免责考察期为三年， 自人民法院
宣告债务人破产之日起算。 在破
产程序中和免责考察期内， 破产
人应当遵守人民法院依照本条例
作出的限制债务人相关行为的决
定。 违反该决定的， 人民法院可
以决定延长免责考察期， 但延长
期限不超过两年。

关于债务人获得免责的方
式，《征求意见稿》 采取了许可免

责模式，并设计了以下程序：一是
必须由破产人提出免责申请；二
是由管理人对破产人是否存在不
能免除的债务以及不能免责的情
形进行调查， 征询债权人和破产
事务管理部门意见， 并向人民法
院出具书面报告； 三是债权人可
以对免责裁定申请复议， 这样能
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程序权利。

债务人用于清偿债务的财产
与免责时点密切相关。考虑到个人
破产立法在国内尚属首次，从社会
接受程度和风险防控而言，宜谨慎
稳妥、逐步推进。因此，草案将免责
时点设定为免责考察期届满（自人
民法院宣告债务人破产之日起三
年），破产人才可以申请免责。但同
时也作出激励性规定，如破产人主
动清偿剩余债务达到一定比例的，
可以提前申请结束免责考察期，解
除相关行为限制。

《征求意见稿》还规定了追溯
制度， 即债权人或者其他利害关
系人发现破产人通过欺诈手段获
得免除剩余债务的， 可以申请人

民法院撤销免责裁定。

恶意逃避债务
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如何避免假借破产， 恶意逃避

债务？ 更是市民所关注的焦点。
《征求意见稿》通过一系列制

度设计来避免恶意逃债， 对于具
有破产欺诈行为的债务人， 不允
许其适用破产免责规则， 同时还
要追究其法律责任。

《征求意见稿》规定了不予免
除的债务、不予免责的行为、延长
免责考察期、撤销免责等制度，以
实现防范和惩戒破产欺诈行为的
目的；严格限制免除债务的条件，
即只有债务人如实申报财产，遵
循诚实信用原则， 主动移交财产
并配合处置，履行应尽义务、遵守
相关行为限制决定， 才能依法获
得剩余债务免除； 将免除债务人
债务和解除对其相关行为限制的
节点设定为免责考察期届满而非
破产宣告时， 且设置了相对较长
的免责考察期。

羊城晚报记者 李天军

全国首部地方性个人破产法
规立法工作正在深圳紧锣密鼓进
行，记者6月2日获悉，《深圳经济
特区个人破产条例 （征 求 意 见
稿 ）》（以下简称 《征求意见稿 》）
目前正公开征集意见， 社会各界
可将意见直接寄送、 电邮或传真
到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办公
室，截止日期为6月18日。

深圳特色
鼓励创新宽容失败
据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孙迎

彤介绍，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是要最
大限度解除创业者的后顾之忧，激
发市场主体的创业热情，鼓励创新，
宽容失败， 让创业创新持续成为深
圳经济发展最根本的推动力。

关于债权人谁有权申请个人
破产， 是调研和征求意见过程中
各方关注的问题。《征求意见稿》
规定， 单独或者共同对债务人持
有五十万元以上到期债权的债权

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
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 债务人在
进入破产程序后， 不得担任上市
公司、 非上市公众公司和金融机
构的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职务，不得从事法律、行政法规禁
止从事的职业。

限制消费
不准住三星以上宾馆

破产者将被限制消费。
《征求意见稿》规定，自人民

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至人民
法院作出免除债务人剩余债务的
裁定之日止， 债务人不得有下列
消费行为：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
飞机商务舱、头等舱、列车软卧、
轮船二等以上舱位、G字头高速
动车组旅客列车及其他动车组列
车一等以上座位； 在三星级以上
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
等场所进行消费；购买不动产、机
动车辆；新建、扩建、装修房屋；
旅游； 供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
校；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

等场所办公； 支付高额保费购买
保险理财产品； 其他非生活和工
作必需的消费行为。

如想借钱，破产者有告知义务。
《征求意见稿》要求，自人民法

院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至人民法
院作出免除债务人剩余债务的裁
定之日，债务人获取一千元以上借
款或信用额度的，应当向出借人或
授信人声明本人破产状况。

破产免责
免责考察期限三年
破产免责是破产制度的一项

主要功能。《征求意见稿》 规定，
免责考察期为三年， 自人民法院
宣告债务人破产之日起算。 在破
产程序中和免责考察期内， 破产
人应当遵守人民法院依照本条例
作出的限制债务人相关行为的决
定。 违反该决定的， 人民法院可
以决定延长免责考察期， 但延长
期限不超过两年。

关于债务人获得免责的方
式，《征求意见稿》 采取了许可免

责模式，并设计了以下程序：一是
必须由破产人提出免责申请；二
是由管理人对破产人是否存在不
能免除的债务以及不能免责的情
形进行调查， 征询债权人和破产
事务管理部门意见， 并向人民法
院出具书面报告； 三是债权人可
以对免责裁定申请复议， 这样能
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程序权利。

债务人用于清偿债务的财产
与免责时点密切相关。考虑到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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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中通道首节沉管
安装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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