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 城 晚 报 讯
记者林园报道 :近
日， 深圳市生态环
境局作出 4 份行政

处罚决定书和 2 份失信记分决定
书， 对此前备受关注的深圳湾环
评报告事件责任单位作出处罚。

今年 3 月，深圳市交通运输
局官网公布《深圳湾航道疏浚工
程（一期）环境影响报告书送审
稿公众参与公告》（以下简称 “报
告书 ”），因涉及环保引发广泛关
注，并被眼尖的市民发现环评报
告涉嫌抄袭。

相关行政处罚决定书指出，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深圳市港务
管理局） 在报告书公示过程中，
未对公示内容进行审核， 也未根
据相关合同监督代建单位履行相
关职责， 对报告书存在基础资料
明显不实、 内容虚假等严重质量
问题负有责任。 决定依法对深圳
市交通运输局（深圳市港务管理
局）处以罚款人民币 100 万元。

广东省深圳航道事务中心
作为代理建设单位，在报告书公
示过程中未按照合同约定充分
履行责任，未对公示报告书的内
容进行审核，对报告书存在基础
资料明显不实、内容虚假等严重
质量问题负有主要责任。 决定依
法对广东省深圳航道事务中心
处以罚款人民币 200 万元。

此外，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
研究所编制的报告书多处出现
“湛江”等字样，部分抄袭了《湛
江港 30 万吨级航道改扩建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内容，不符合
环境影响评价标准和技术规范
等有关规定，存在基础资料明显
不实、 内容虚假等严重质量问
题。 依法对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
研究所处以罚款人民币 320 万
元，单位失信记分 15 分。依法禁
止该报告书编制主持人兼主要
编制人员徐某某五年内从事环
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
编制工作，失信记分 20 分。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
天发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的中国行动》白皮书 。 这一
真实记录中国抗疫艰辛历
程的重要文献 ，共约 3.7 万
字。 正文分为四个部分 ，分
别是中国抗击疫情的艰辛
历程、防控和救治两个战场
协同作战、凝聚抗击疫情的
强大力量、共同构建人类卫
生健康共同体。

白皮书指出 ，面对前所
未知 、突如其来 、来势汹汹
的疫情天灾，中国经过艰苦
卓绝的努力 ,疫情防控阻击
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中国
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 ，肩负大国担当 ，同其
他国家并肩作 战 、 共 克 时
艰 。 各国应秉持人类命运
共 同 体 理 念 ， 齐 心 协 力 、
守 望 相 助 、 携 手 应 对 ，打
赢 疫 情 防 控 全 球 阻 击 战 ，
护佑世界和人民康宁 。

（王莉）

广州两会上 ，不少代表关注
起如何让老城市焕发新活力的
问题 。 有代表提出 ，要活化利用
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 对广
州这样有 2000 年建城史的 “老
城”来说，此问题既现实又紧迫。

随着旧城改造提速 ，大片的
旧街老巷从地图上消失 ，但有些
地标性街区或建筑 ，因受多种因
素制约又动不得 ，只能任其老化
衰颓。 该如何发挥这些“活历史”
作用 ，既能在新旧更替中延续生
命 ，留住街坊的 “乡愁 ”，同时又
使其融入现实生活 ，为城市增添
姿彩 ，所面临的诸多掣肘显然无
法回避。

旧城改造 ，推倒重建易 ，保
存更新难 。 把古旧建筑用铁栅

栏一围 ，大门一锁 ，固然 轻 松 ，
但也成了僵死的符号 ， 只会加
速其衰亡 。 因此 ，要想真正维护
好历史建筑 ， “活化利用 ” 无疑
是 个 办 法 ， 但 这 涉 及 立 法 、监
管 、资源投入等诸多现实困境 。
往往说来容易 ， 一遇实际问题
就卡壳没辙 。

到欧洲旅游过的人会发现 ，
一些国家有些上百年的建筑仍
住着人 ，或仍使用着 。 有些还是
热门的旅游打卡地 ，连历史名人
用过的遗物等都留存着。 类似活
化利用古建筑的做法值得我们
借鉴 。 显然 ，城市旧改并不只是
拆拆建建那么简单 ，它涉及城市
的历史文化传承 ，需要有更开放
的思路与视野。

@街谈巷议

□阅尽

旧城改造请留住城市的“乡愁”

省委召开议军会议

推动军民融合高质量发展
共同谱写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

李希马兴瑞等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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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日上午 10 时 30 分，
张家城轻轻走进位于东莞南
城的广东宏远队训练馆。 完
善的设施、 敞亮的球场、挥
汗如雨的球员， 尤其是飘扬
在球馆上空的九面总冠军旗
帜， 让这位近日火遍大江南
北的少年不自觉地微微张开
了口。

这是一次干脆利索的
“约见”。“最近我要见一位
大人物”———CBA 首位“万
分先生”、 九冠王广东宏远
篮球俱乐部总经理朱芳雨前
天在其个人抖音上神秘兮兮
地写下这段话。 事实上，他
要见的人并不神秘， 画面正
是那位得到包括库里等众多
篮球巨星关注的独臂篮球少
年张家城。

“这是我见过篮球打得
最好的孩子， 诚邀这位孩子
来参观宏远队”， 朱芳雨在
微博上发出邀请， 促成了这
次张家城到宏远队的参观之
旅。

考虑到路途遥远而且小
孩晕车， 张家城及其父亲和

舅舅在云浮商会的协助下，
前天下课后先抵达了广州。
休息一晚后， 昨天上午来到
了宏远篮球训练馆。 在朱芳
雨的引领下， 张家城参观了
训练馆、荣誉室。

一幅幅照片记录着广东
宏远队一路走来的艰辛与辉
煌， 张家城看得聚精会神，
看到上赛季的全家福时，他
如数家珍：“我知道易建联，
这是胡明轩， 这是杜锋教练
……” 刚到时的拘谨慢慢放
开了。

参观结束走上球场时，
张家城把最后一丝腼腆都丢
掉， 恢复自信。 他在朱芳雨
面前自如地运球， 做着各种
动作。 朱芳雨由衷地感叹：
“一只手运球， 一只手臂辅
助， 能把篮球练成这样，真
的是很不容易。 ”

在易建联、 周鹏等人的
“起哄”下，压轴戏上演了———
张家城要与宏远队刚满 20
岁的新锐徐杰一对一单挑。
有球在手，张家城瞬间就成为
朱芳雨所说的“大人物”———

毫不怯场、 穿花蝴蝶般的运
球、惊人的变向加速、神准的
后仰跳投……被独臂少年连
续攻中两球后， 本赛季已在
CBA 赛场颇具大将之风的徐
杰在一片哄笑声中，有些尴尬
地摸了摸头。

训练结束后， 张家城和
宏远全队合影， 主教练杜锋
向他赠送了有全队签名的球
衣， 易建联赠给他全队签名
篮球。 朱芳雨对队员们说，
把张家城邀请来俱乐部，也
是为他的坚持不懈和精神所
感动， 希望全队队员都能学
习他的精神， 并祝愿家城享
受篮球的快乐， 继续追逐自
己的篮球梦想。

末了， 张家城来到易建
联身旁合影。 阿联曾经这样
评价他：“心，永远都会是身
体最强壮的部位”。 此时，阿
联笑着拍了拍独臂少年的肩
膀，“才练了两年，就这么厉
害了……”独臂少年微笑着，
“大人物”与“大明星”就这
样定格在永恒。

羊城晚报记者 周方平

新新闻闻管管家家
知今日天下

看新闻管家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杨再睿报道：6
日 ， 记者从云浮市相关部门获悉 ，独
臂篮球少年张家城已经完成广东省
青少年运动员注册工作 ，可到云浮市
中心体校参加系统训练。

据悉 ，近日 ，云浮市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 、云浮市中心体校 、云安区
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 云浮市残联 、
云安区残联等部门代表走访慰问云
安区高村中学独臂励志篮球少年张
家城 ，进行交流后了解他的家庭情况
及体育发展志向。

在征求张家城及其父母 、 校长 、
班主任的意见后 ，有关单位现场为他
办理了 2020 年度广东省青少年运动
员注册工作 ，邀请他到云浮市中心体
校参加系统训练 ，助力梦想少年实现
人生理想。

梦想少年完成
省青少年运动员注册

据新华社电 6 日 11 时 26
分，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之
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跨海通道
工程———黄茅海跨海通道，在广
东省江门所辖台山市黄茅海上
打下了首根钢管桩，代表着该项
目正式开工。

该项目起于广东省珠海市
高栏港区， 东连港珠澳大桥，西
连新台高速并与西部沿海高速
相交，止于广东省江门所辖台山
市斗山镇。 路线全长约 31 公里，

采用双向 6 车道高速公路标准，
设计时速 100 公里，设计使用寿
命 100 年。

据介绍，拟于 2024 年建成通
车的该项目， 建成后将改变粤西
沿海地区与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
域通道单一的现状， 实现湾区经
济发展向粤西和沿海地区辐射；
强化和推动珠海横琴自贸区、高
栏港和江门大广海湾经济区的联
动发展； 与港珠澳大桥、 深中通
道、南沙大桥、虎门大桥，共同组

成大湾区跨海跨江通道群。
据了解，该项目的跨海桥梁

部分优选了从起点到终点的弧
形线位方案；主桥塔柱则结合中
国美学和西方极简文化 ， 以及
“圆”“柱”景观造型元素，创新采
用纤腰型独柱式形式， 外形简
洁、动感柔美，有望成为粤港澳
大湾区新的地标性建筑。

据介绍，该桥桥梁的强度和
耐久性可抗 17 级台风。

粤港澳大湾区又一跨海通道工程昨开建

黄茅海跨海通道
打下首根钢管桩

独臂篮球少年张家城
近日， 广东云浮的独臂篮球少

年张家城的视频可谓火遍网络，他
的精神和事迹也感动了很多人。 在
视频里，他让人眼花缭乱的运球、熟
练迅捷的变向、潇洒灵活的转身，令
围观的人惊呼不断。 因为他惊人的
速度， 不仔细的人甚至看不出来他
的“右臂”只是一截空荡荡的袖管。

相关新闻

详见 A2

详见 A3、A4

广州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
各界别委员代表座谈会举行

将重大突发卫生事件
疾病纳入保险

广州两会特别报道

记者从广东省水利厅
了解到 ，6 月 6 日 ， 新一波
“龙舟水” 凶猛来袭， 截至
22 时 ，1 小时有 11 个雨量
站降雨超过 30 毫米。 省水
利厅通过加密监测和会商
研判 ， 联合市县两级水利
（水务 ） 部门科学调度 100
多宗大中型水库拦洪蓄洪；
组织专班重点盯防水位较
高的 160 宗水库运行情况 ，
处置山洪灾害预警 18 次 ，
组织全省水利系统合力做
好当前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广东省维持水利防汛
Ⅳ级应急响应 ， 各江河水
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

（张爱丽 粤水轩）

科学调度百多宗
水库拦洪蓄洪

粤江河水位
均未超警

责编/孙焰 苏碧青 美编/王军 校对/潘丽玲

▲张家城与易建联合影
荨广东篮球少年张家城走进广东宏远俱乐部

广东宏远篮球俱乐部供图

▲张家城与
徐杰一对一单挑

链接

黄茅海跨海通道效果图相关报道见 A2

独臂篮球少年单挑球星
张家城昨天参观广东宏远篮球俱乐部

广东举行增殖放流活动

“放鱼日”千万鱼虾
奔向生态湾区
6 日上午 ， 2020 年 广

东惠州增殖放流活动举行 。
此次活动是今年省增殖放
流活动的主会场，共向大亚
湾海域放流石斑鱼 、鲷科鱼
类等海水鱼苗 194.7 万尾 ，
斑节对虾苗 3440 万尾 。 今
年 全 省 预 计 增 殖 放 流 超
7000 万单位重要水生生物。

（许悦 粤农轩）

�� 《《抗抗击击新新冠冠肺肺炎炎
疫疫情情的的中中国国行行动动》》白白
皮皮书书发发布布

真真实实记记录录
中中国国抗抗疫疫
艰艰辛辛历历程程

广东省新冠肺炎疫情
6 月 6 日 0 时—24 时

新增确诊病例 1例
(广州报告，境外输入 )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1例
(广州报告 ,境外输入 )

深圳湾航道疏浚工程环评造假案行政
处罚结果公布

三涉事单位共被罚620万元
今今天天
消消息息

羊城晚报讯 记者罗仕、 李焕坤报道：7 日上午， 广州市第十
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省委常委、
广州市委书记张硕辅，市委副书记、市长温国辉出席会议。 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陈建华向大会作常委会工作报告。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
书记石奇珠出席会议。 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勇、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欧名宇分别向大会作工作报告。

大会表决通过了《广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关于接受陈建华辞职请求的决定》《广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五次会议选举办法》《广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
会议通过广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部分专门委员会主任委
员人选办法》。

�� 广广州州市市十十五五届届人人大大五五次次会会议议
举举行行第第二二次次全全体体会会议议，，表决通过

接受陈建华辞职请求

今今天天
消消息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