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贴士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璐
瑶， 通讯员陈思、 黄桂林摄影
报道： 近日， 记者从广东省公
安厅获悉， 上半年， 全省公安
机关水域治安管理部门共接报
水上救助警情954起， 救起落
水群众548人。 公安机关提醒

群众， 从往年情况来看， 每年
7、8月是水上游玩的高峰期，
也是落水警情的高发期， 要重
视水上安全。 若落水救助要把
握好“黄金十分钟”，遇他人意
外落水时要立即报警求助，不
可贸然下水救人。

公安机关介绍，今年上半年
因受到疫情影响，社会人员流动
性下降， 水上游乐人数减少，各
地落水警情量也相应下行。全省
公安机关水域治安管理部门共
接报水上救助警情954起，救起
落水群众548人，相较2019年全
年救起落水群众964人，救助成
功率持续上升。如广州市公安局
水上分局上半年共受理群众落
水求助警情50宗， 较去年同期
148宗下降66.2%。

从往年情况来看，每年7、
8月是水上游玩的高峰期，也
是落水警情的高发期。 许多溺
水意外发生， 都是由于当事人
过于大意， 抱有侥幸心理：有

的认为自己熟悉水性， 常年游
泳， 不可能溺水； 有的认为自
己戴了救生圈， 只在靠近岸边
的水域游玩，不会有问题。

受到疫情形势趋于好转及
暑假来临的双重影响， 水上旅
游、 游乐人数可能在近期内出
现“报复性”增长。 公安机关提
醒群众重视水上安全， 乘坐水
上交通工具、 参加水上游乐或
在水边游玩时， 要提高防范意
识； 外出游玩要看管好老人、
小孩， 防止失足落水。 人员落
水后， 有效的救助时间往往只
有10分钟。 遇他人意外落水
时， 应立即报警求助， 不可贸
然下水救人。

广东省公安厅水域治安管
理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 全省
公安机关将积极加强暑假期间
水上巡逻， 开展水上联合执法
整治， 加强旅客安检措施，加
大码头渡口等人群密集部位的
巡逻防控力度。

广东上半年接报水上救助警情 954 起，救起落水群众 548 人，警方提醒：

7、8 月落水警情高发
不宜贸然下水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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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教育考试院组织媒体开放日，公开高考评卷规则及进度

广东高考评卷已完成六成多

羊城晚报讯 记者付怡，通
讯员晏楠、 张毅涛、 杨明华报
道：近年来，广州警方坚持“什
么犯罪突出就打击什么犯罪”，
统筹好传统和新型两个领域、
网下和网上两条战线， 取得了
丰硕战果。今年，广州警方组织
开展“飓风2020”专项行动，打
击突出刑事犯罪类型进一步扩
大， 重点打击整治涉电信网络
诈骗、涉野生动物、涉枪涉爆、
涉盗抢骗、涉黄赌、涉食药环、
涉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涉盗版
侵权、涉经济、涉毒品、涉网络、
涉走私等违法犯罪， 强化推进
刑事技术基础工作和追逃工
作，涉及警种为近年来最多，打
击面最广。上半年，广州警方共
发起“飓风”集群战役45次，同
比 （28次 ）上升61%，破获刑事
案件一大批， 有效带动全市刑
事警情、 刑事立案同比分别下
降20.8%和12.2%。 其中，“两
抢”案件同比下降38.5%，今年
以来全市实现84天“两抢”零警
情。 入室盗窃案件同比下降
61.4%。

今年已破命案积案 46 宗

多年来， 广州市治安持续
好转， 影响群众安全感的暴力

型犯罪逐年大幅递减。 2018 年
和 2019 年，全市当年命案破案
率连续两年实现 100%， 每宗
命案平均破案时间分别为 12.6
小时和 13.4 小时，实现“命案
不过天”。 今年以来，全市新发
命案的破案率也达到 100% ，
平均每宗命案破案时间为 8.7
小时，实现“命案不过夜”。

由于种种原因， 全市多年
来仍然积存了一批命案积案，
而且基本上都是一些时间跨度
长、侦破难度大、线索收集难的
案件。

5 月中旬以来， 市公安局
刑警支队牵头有关警种和各区
公安分局，组织开展“飓风 100
号”命案积案攻坚行动，对陈年
命案积案展开强力攻坚， 共侦
破命案积案 13 宗。 今年以来，
全市破命案积案 46 宗，超过去
年破命案积案总数 （23 宗 ）整
整 1 倍。 其中，20 年以上积案
13 宗，10 至 20 年积案 30 宗，
10 年以下积案 3 宗。

其中， 白云区公安分局在
刑警支队等单位的协助下，对
历年命案积案进行全面梳理，
挖掘出一批命案线索，在“飓风
100号”行动中连续出击，破获
了“2001.9.17” 三元里命案、
“1998.4.21”松洲抢劫杀人案、

“2002.3.10” 新市镇伤害致死
案等命案5宗。

1998 年 4 月 21 日， 白云
区松洲松北村发生一宗抢劫杀
人案，被害人古某（时年 50 岁 ）
被抢劫杀害。 经白云区公安分
局侦查，确定陈某、贺某强有重
大作案嫌疑。 在“飓风 100 号”
命案积案攻坚行动中， 专案组
发现嫌疑人陈某已改名为陈某
甫 （男 ，今年 48 岁 ），并因涉嫌
黄埔区另一宗命案被羁押。 在
黄埔区公安分局的协助下，专
案组加强审讯， 最终陈某甫供
认， 其伙同贺某强等人抢劫并
杀死被害人古某。 专案组立即
出差湖南省隆回县进行调查布
控， 及时抓获另一名嫌疑人贺
某强。

两宗窃听窃照器材案告破

根据“飓风 2020”专项行
动中的“净网 2020”专项工作
部署， 市公安局网警支队于近
期通过深挖扩线， 发现 2 个涉
嫌非法生产、 销售窃听窃照专
用器材的团伙。

这2个团伙主要制售针孔
摄像头、 微型无线耳机等各类
窃听窃照设备， 近半年内制售
设备上万套， 非法收入达3000

多万元，重点涉案人员62名。经
省公安厅统筹部署， 将该案定
为“飓风132号”（“净网12号 ”）
专案， 收网行动指挥部设在网
警支队。

5 月 29 日，网警支队会同
法制、 刑警支队以及越秀、海
珠、白云、番禺区公安分局，在
广州以及湖南省长沙市、 浙江
省杭州市等地展开收网行动，

共抓获涉案嫌疑人 74 名，依法
刑事拘留 54 名，缴获针孔摄像
头、 无线微型耳机以及整合了
针孔摄像头的火机、 皮带、手
表、家用吸顶灯、衣服、麻将诈
赌机等违法设备 1 万多套。 案
件的成功告破， 切实阻断网上
非法制售窃听窃照设备的传播
蔓延， 有力维护了网络秩序安
全稳定。

广州今年以来实现“命案不过夜”

羊城晚报讯 记者梁栩
豪， 通讯员粤交警报道：16
日，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工
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召开暑
期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新闻
发布会。

记者获悉， 今年以来，
广东省交通安全形势总体
平稳 ，交通事故起数和死亡
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 ，都有
较大幅度下降。 但进入 6 月
以来，广东交通事故风险加
大，具体表现为摩电事故多
发、货车事故死亡人数较多
等。

此外， 今年 7 月 1 日起
至 12 月 31 日， 广东要在全
省范围内开展危化品运输专
项整治行动， 并确定了十大
重点管控路段。

会上，广东交警通报了近
期广东道路交通事故的主要
特点。 中午和傍晚等易疲劳
时段发生的死亡事故比例偏
高， 与往年的平均值相比分
别上升了 7.3%和 6.8%；未按
规定让行、无证驾驶、酒驾醉
驾、 未保持安全车距等违法
行为引发的事故数量和死亡
人数占比较高， 分别达到总
数的 27.8%和 25.9%；货车事
故死亡人数多， 货车事故起

数仅占事故总量的 13.8%，但
死亡人占到了 27.5%。

值得一提的是，摩托车、
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多发，
两类车辆的事故数量占到
全部事故总量的 57%，死亡
人数占到了 48%，安全风险
突出。

会上还曝光了近期新增
的终身禁驾人员名单， 达 24
人，其中 15 人为 90 后，主要
是因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
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
犯罪以及造成交通事故逃逸
构成犯罪。 据了解，年龄最小
的陈某炜 ，年仅 22 岁 ，就因
交通事故肇事逃逸被列入终
身禁驾名单。

对此，公安机关通过集中
约谈高风险运输企业和隐患
车辆及驾驶人、强化路面行车
秩序管理、加大货运乱象整治
力度、持续打击酒醉驾疲劳驾
驶等严重违法行为、推进“一
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等针对
性措施，确保广东道路交通安
全形势持续稳定。

记者在会上获悉，自 7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广东在
全省范围内开展危险化学品
运输交通安全“除隐患、防风
险”专项整治行动。

15 名“90 后”涉酒
被终身禁驾

广东近期摩电事故占事故总数一半以上

警方查获的各类窃听窃照设备 羊城晚报记者 付怡 摄

羊城晚报讯 记者谭铮、通讯
员粤台宣报道：16 日， 随着出席
活动嘉宾的手印在大屏幕按下，

“广东两岸融媒体中心”在广州羊
城创意产业园正式启动。据介绍，
广东两岸融媒体中心由羊城晚报
报业集团旗下广东羊城晚报数字
媒体有限公司与来自中国台湾的
中华青年新媒体协会共同成立，
是首个由两岸媒体人联合发起成
立的新媒体交流平台。

与以往不同的是， 在粤台两
地多家媒体同业的共同见证下，
此次揭牌仪式以跨海直播的形式
进行，合作双方通过“云仪式”完
成共同发展合作协议的签署。

对两岸各领域交流
具有重要意义

在当天的揭牌仪式上， 广东
省委台办副主任黄兆芬宣读了国
台办新闻局给广东两岸融媒体中
心的贺信。 贺信中提到， 加强两
岸交流合作、 深化融合发展是两
岸同胞的共同愿望。 广东省紧扣
时代发展脉搏， 率先成立两岸融
媒体中心， 推动两岸媒体融合发
展， 促进线上线下交流， 为两岸
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打造了一个
崭新的交流平台， 对于进一步扩
大和深化两岸各领域交流具有重
要意义。

为两岸青年媒体人
提供广阔舞台

据了解， 广东两岸融媒体中
心由粤台两地媒体人共同发起，

旨在为两岸青年带来更多的资源
整合与服务。

近年来，随着华语文娱、新媒
体高速发展，两岸在影视、影像、文
化生活交往频繁。 新一代的台湾新
媒体人有技术、有创意，而大陆有
庞大市场作为支撑，整个媒体行业
发展变化迅速， 呈现出蓬勃态势，
新事物不断涌现，细分领域也可能
诞生独角兽，提供的发展机遇也会
更多。 如今，大陆市场是华语市场
中文娱、 新媒体主流风格的侧重
点，为青年媒体人施展才华提供了
广阔的舞台。 两岸媒体各有优势，
通过合作发展、优势互补，既符合
双方利益，也是行业趋势。

在这样的契机下， 广东羊城
晚报数字媒体有限公司与台湾中
华青年新媒体协会联手成立“广
东两岸融媒体中心”，搭建两岸青
年文化交流平台。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管委会委
员、 羊城晚报社社委胡泉代表发
起单位致辞时表示，“羊城晚报作
为发起单位， 希望随着融媒体中
心的壮大， 可以为两岸新媒体青
年提供融媒体服务、 创新创业的
交流平台。 ”

据介绍， 本次羊晚数媒与中
华青年新媒体协会携手成立“广
东两岸融媒体中心”，将为两岸媒
体人的民间交流与合作助力。 未
来， 广东两岸融媒体中心将立足
平台本身， 建构一个两岸媒体窗
口，为可持续性的培训引才、自媒
体推荐、 知识产权以及内容互换
服务， 并提供两岸媒体在粤的实
习、研讨、交流空间，共创两岸融
媒体合作交流新时代。

首个由两岸媒体人联合发起成立的“广东两岸
融媒体中心”在羊城创意产业园正式揭牌

共创两岸融媒体合作交流新时代

16 日，“广东两岸融媒体中心”正式揭牌 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 摄

16 日，高考评卷老师在华师评卷 羊城晚报记者 林桂炎 摄

警方持续开展“飓风
2020”专项行动

羊城晚报讯 记者蒋隽、实
习生彭涵报道：16 日，广东省教
育考试院组织高考评卷媒体开
放日，记者获悉，2020 年广东省
高考考生人数达 78.8 万人，居
全国第二。 其中，参加夏季高考
考生 67.4 万人，实考 63.7 万人，
试卷近 256 万份。 截至 16 日上
午 12 时， 已完成评卷任务的六
成多， 预计整个评卷工作 7 月
21 日结束， 进行信息核对和成

绩统计后， 预计 25 日公布高考
成绩和各批次录取分数线。

预计评卷 21 日结束

据介绍，全省共设华南师范
大学（大学城 、石牌两个校区 ）和
华南理工大学 （五山校区 ）两个
评卷点，其中，华南师范大学承
担语文 、数学 （文 科 、理 科 ）、英
语、 文科综合等科目的评卷工

作，评卷 218 万份；华南理工大
学承担理科综合科目的评卷工
作，评卷约 38 万份。

今年继续实行计算机网上
阅卷，自2002年起，广东省已经
连续19年实行计算机网上阅卷。

评卷工作于 7 月 11 日陆续
开始， 全省共选聘 3230 多名评
卷教师开展评卷工作，全部具有
中级以上职称， 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
学共选派了 60 多名教授参加评
卷工作。 截至 16 日上午 12 时，
已完成评卷任务的六成多，预计
整个评卷工作 7 月 21 日结束。

答题卡集中扫描保管

严格试卷扫描管理方面，考
生答题卡全部集中在省考试院
扫描、保管，扫描以一台机器为
一个独立小组，答题卡随机派送
给扫描小组，按照保密号进行扫
描，扫描后按照题目切割成若干
个图片，屏蔽考生姓名考号等信
息， 再随机派送给评卷教师评
阅。 答题卡密封袋开启、封装和
答题卡扫描过程全程视频监控，
还成立扫描监督小组现场监督
执行扫描规范情况。

评卷老师全过“三关”

所有参加评卷工作的教师
必须过“三关”。 一是选聘关，凡
是参加评卷工作的中学教师均
须具有中教一级以上职称或具
有硕士学位并从事 3 年以上高
中相关课程工作的学科骨干教
师，且没有直系亲属参加今年高
考。

二是培训关，所有评卷教师
都必须进行评分标准和细则的
业务培训和纪律教育，做到不参
加培训不准上岗，不明确职责不
准上岗，不掌握标准不准上岗。

三是考核关， 评卷开始前，
各学科利用试评阶段评定的样
卷对评卷教师进行考核，经考核
合格，评卷教师方可进入评卷系
统正式评卷。

评卷“一把尺子量到底”

评卷工作实行科组长、题
组长、 小组长、 评卷员四级管
理，科组长、题组长和小组长负
责不断随机抽取复核评卷教师
已评试卷， 对评卷质量进行全
程监督、复查和修正。正式评卷

过程中， 评卷系统还随机调度
“考核样卷” 给评卷教师评分，
对评卷质量进行不定时检测 ，
确保评卷教师在评卷工作中准
确把握评分标准，“一把尺子量
到底”。

各学科还专门组织骨干教
师对所评的试卷进行抽查和复
查，及时发现和纠正错评、漏评、
偏严、偏宽和记分错误。

同时，在评卷过程中，对于
语文科作文题、英语科作文题和
数学科填空题三种类型实行双
评制，以保证整个学科评卷质量
宽严适度，前后一致，确保评卷
工作的科学、公平、公正。

每位老师只评一道题

规范评卷程序，严格落实每
位评卷教师只参加一个科目一
道试题的评分、每一个考生的答
题都由计算机随机派送给一个
（两个）评卷教师评阅的规定。 严
格信息管理，有关广东省普通高
考评卷的评分标准及有关信息，
统一由省教育考试院向媒体发
布， 未经省教育考试院核实同
意，任何人不得向社会发布评卷
工作有关信息。

羊城晚报讯 记者陈泽云报
道：7 月 16 日， 商务部等 7 部门
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小店经济推
进行动的通知》（以 下 简 称 《通
知 》），提出至 2025 年，形成人气
旺 、“烟火气 ” 浓的小店集聚区
1000 个，达到“百城千区亿店”目
标。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数
据显示，目前，我国登记在册的个
体工商户 8331.3 万户，带动就业
人口超 2 亿人。 助力“小店经济”
恢复元气， 既是加快恢复经济社

会正常秩序的重要一环，也是“保
就业”的重要途径。

《通知》明确，通过开展小店
经济推进行动， 培育一批试点城
市，推动社区、批发市场、商圈、特
色街等小店集聚区转型升级，推
进电商平台、 物流企业、 商贸企
业、中央厨房等“以大带小”、赋能
小店，加快发展“产品优、服务好、
环境美、营销广”为标准的特色小
店，至 2025 年，形成人气旺、“烟
火气” 浓的小店集聚区 1000 个，
达到“百城千区亿店”目标。

商务部等7部门印发通知，支持小店经济

到2025年形成“百城千区亿店”

如何预防溺水？
1. 不要独自一人外出游

泳， 不要到不熟悉情况或易发

生溺水伤亡事故的地方游泳。
2.患心脏病 、高血压 、肺结

核等严重疾病， 四肢易抽筋者
不宜参加游泳或不要到深水区
游泳。

3. 下水前先活动身体 ，适

应水温后再下水游泳。
4.下水后不要逞能，不要贸

然跳水和潜泳， 不要在急流和
旋涡处游泳，更不要酒后游泳。
游泳过程中如突然觉得身体不
适，立即上岸休息或求救。

警方日前救起两名落水者

羊城晚报讯 记者戴曼曼、实习
生曾欣报道：16 日， 国家外汇管理
局跨境金融区块链服务平台资本项
目收入支付便利化真实性审核应用
场景正式开始试点， 广东是全国五
个试点地区之一。记者获悉，上线首
日， 在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
的指导下， 中国银行广东自贸区南
沙分行成功利用跨境金融区块链服
务平台， 为某自贸区企业办理了一
笔 552 万美元的外债结汇便利化真
实性审核业务， 标志着该项试点在
粤港澳大湾区率先落地。

据介绍，资本项目收入支付便
利化业务是指在确保资金使用真

实合规的前提下，允许符合条件的
企业在将资本金、外债和境外上市
等资本项目收入用于境内支付时，
无需事前向银行逐笔提供真实性
证明材料。 该项试点政策 2018 年
在广东自贸区试点以来，受到市场
主体的广泛欢迎， 并于 2020 年 3
月复制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

数据显示， 截至 2020 年 6 月
末，粤港澳大湾区内地 9 市近 400
家企业办理资本项目收入支付便
利化业务， 对外支付金额超 44 亿
美元。 资本项目收入支付真实性审
核区块链应用场景将更好地推动
该外汇管理改革措施有效落地。

羊城晚报讯 记者宋王群报
道：16 日晚， 深圳市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
告， 自 7 月 17 日 10 时起， 由香
港经深港口岸入境人员入境时必
须持有香港特区政府认可的具备
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 72 小时
内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 并接
受 14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经批准豁免入境隔离的重要
公务商务人员、跨境货车司机、跨
境学生以及符合粤港两地隔离医
学观察互认政策的人员， 继续执
行现行规定。

又讯 记者钱瑜报道：16日，珠
海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
挥部发布《关于调整由香港经港珠
澳大桥珠海口岸入境人员防控措施
的通告》。 自7月17日10时起，由香
港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入境人员
入境时必须持有香港特区政府认可
的具备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72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并
接受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经批准的公务商务豁免人
员、跨境司机、跨境学生以及符合
粤港两地隔离医学观察互认政策
的人员，按现行规定执行。

自今日 10 时起

由香港经深港口岸、港珠澳大桥入粤
须持三日内核酸阴性证明并隔离观察

全国首笔区块链平台资本项目
真实性审核业务在大湾区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