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城晚报讯 记者陈辉报道：16
日， 国内首个重组带状疱疹疫苗正式
在广州实现预约接种。“首吃螃蟹”的
是广州一家三甲医院的知名感染病专
家。

7 月 16 日一早，中华预防医学会
感染病防控分会主任委员、 广东省预
防医学会副会长、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
医院感染科主任高志良， 来到广州市
天河区冼村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
重组带状疱疹疫苗， 成为国内接种该
疫苗第一人。 他表示：“带状疱疹在中
老年人群中属于高发病， 作为一名医
疗工作者， 很荣幸能成为广州接种带
状疱疹疫苗的第一人， 为自己的健康

‘排雷’， 同时也希望能够起到带头作

用， 呼吁更多中老年人重视并积极预
防这一疾病。 ”

据介绍，带状疱疹俗称“缠腰龙”
或“生蛇”，是一种皮肤科常见的疾病，
常出现在年龄较大、 免疫抑制或免疫
缺陷的人群中， 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
量。 该疫苗目前获批接种年龄段为 50
岁及以上人群， 免疫程序为肌肉注射
两剂， 第 2 剂与第 1 剂间隔 2 个月接
种。除高志良外，广州还有其他十多位
中老年市民于近两日预约接种。

广州市民可以关注“广州疾控 i
健康” 查询身边有无带状疱疹疫苗的
接种点，并进行预约。 据了解，除冼村
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外， 广州市民还
可在番禺区桥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越秀区登峰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黄
埔区大沙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荔湾
区金花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白云区
金沙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以及广州
优一特需预防接种门诊等在内的多家
社区医院和具有疫苗接种资质的医院
进行预约接种。

冼村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免疫
规划组组长陈碧泓表示，据估计 ，中
国 50 岁及以上人群每年新发带状
疱疹病例约 156 万 。 带状疱疹到目
前为止治疗方法有限 ， 接种带状疱
疹疫苗是控制带状疱疹发病最有效
的措施。 重组带状疱疹疫苗上市，有
效填补了国内在带状疱疹疾病预防领
域的空白。

国内首个重组带状疱疹疫苗
在广州实现预约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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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参养殖添加敌敌畏，南方海参冒充北方海参；汉堡王偷工减
料，随意篡改食品保质期……16 日晚，备受关注的“315 晚会”举
行，多家企业因存在侵犯消费者权益行为被曝光。

食品安全方面，晚会曝光了山东即墨海参生产及销售问题，包
括海参基地在养殖环节滥用农药，加工环节违规加料，南方海参冒
充北方海参销售等。 全球大型连锁餐饮企业汉堡王，因食品标准在
实际执行中存在严重问题， 将过期食品保质期随意更改等问题被
点名。

网络教育和信息方面，“趣头条”因屡现违规广告被曝光，记者
调查发现该平台存在虚假广告宣传、赌博引诱广告等，平台“套户”
黑产业链浮出水面。 嗨学网因退费难问题被点名，“315 晚会”收到
数百封邮件投诉称：嗨学网网络课程销售人员当面说一套，协议背
后签一套。

广州万科尚城因精装房漏水变成“水帘洞”、杭州春秋华庭问
题房被强制收房等住房问题，也被晚会曝光。 晚会还调查了上汽通
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宝骏品牌存在的变速箱故障问题、 河北
省高阳县毛巾生产线的暗黑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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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晚会”曝光广州万科尚城问题房

2018 年 11 月 ， 广州万科尚城某业主验房
时发现，楼上做蓄水试验时，楼上卫生间蓄水，
楼下卫生间下雨， 有的甚至从灯里漏出来 ，产
生极大的安全隐患。 楼下卫生间漏水严重 ，这
让业主们乔迁新居的喜悦顿时跌入谷底。

据了解， 最先收房的 201 户中 ， 竟有 146
户出现这样的漏水情况， 问题可谓相当普遍 。
业主们清楚地记得，他们签约时精装修的价格
为每平方米一万到一万三千元。为什么花了那
么多钱买来的精装修房子却漏得像 “水帘洞 ”
一样呢？

2018 年 12 月 18 日 ， 面 对 业 主 们 的 质
疑 ，万科作出回应 ，称施工标准符合国家规
范要求 ， 并且组织专家组进行审查检测 ，得
出的结论是 “万科采用的广州鸿力公司的整
体卫浴体系 ，可不做防水层 ，排水管穿楼板孔
洞也可不做封堵”。

暴雨似的漏水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广
州鸿力公司的工程师在查看现场后表示 ，卫生
间漏水，与主管道没封堵好有很大关系。

万科公司派驻万科尚城的工程技术人员
也承认，卫生间的施工存在问题。

2019 年 3 月， 在业主们的强烈要求下，开
发商勉强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在整体卫浴下
方安装 7 厘米的不锈钢踢脚线， 打胶固定 ，并
在卫生间增加建筑防水层。

然而， 2019 年 6 月 ， 一些新房又出现了
问题 。 一名业主表示 ，在入住的三个月里 ，
家里出 现 了 三 次 漏 水 情 况 ， 有 从 插 座 里 滴
水的 、还有从墙壁里渗出水来的 ，更令业 主
崩溃的 是 ， 渗 漏 出 来 的 是 排 粪 水 ， 臭 味 刺
鼻 。 出现问题的不止一家 ，一栋楼有十几户
有类似问题。

业主们就此不断地找开发商解决问题 ，
对 此 广州万科客户关系中心魏经理表示 ，大
家都想把事情全部做好的话，根本就不用搞售
后部门了。

山东即墨是我国主要海参养殖区
域之一。 2019 年 10 月，在聚集着近百
家海参养殖户的栲栳湾养殖基地 ，记
者发现，有养殖户为了清除不利海参
生长的其他生物 ，往养殖池塘里加入
敌敌畏。 由于敌敌畏毒性很大 ，池塘
里的螃蟹鱼虾等生物几乎灭绝。

按照我国农药管理条例规定 ，农
药使用者不可扩大农药的使用范围 ，
而敌敌畏的使用范围显然不包括海
参养殖。记者在山东即墨地区调查发
现，在海参养殖中使用敌敌畏的现象
非常普遍。

恒生源是当地规模较大的海参养
殖基地之一，拥有上百个海参养殖池
塘。 恒生源基地某养殖户表示 ，他们
以每亩 2000 多元的价格承包了这里
的池塘。 有养殖户也承认经常要用到
敌敌畏 ：“每一个池子我要使用三到

四箱敌敌畏的。 ”
此外，有养殖户还表示，使用过农药

的海水还会被重新排回大海。 一些大棚海
参养殖户也偷偷告诉记者，他们在养殖过
程中也经常用到抗生素等各种兽药原粉。

记者在即墨的海参加工厂车间还
发现，有工厂利用盐 、糖 、麦芽糊精等
浸泡海参， 以此增加利润， 存在加工
环节违规加料。 在海参收购过程中也
存在各种“行业秘密”。 由于真正的北
方海参生长周期长、 肉质紧实、 价格
高；而南方海参生长周期短 、价格低 ，
一般消费者很难辨别， 因此不少商家
用南方海参冒充北方海参。

16 日晚，即墨区委区政府针对相
关问题称 ，立即责成即墨区农业农村
局、市场监管局、自然资源局 、公安分
局联合开展执法检查 ，对相关问题迅
速调查、依法处理。

汉堡王是全球大型连锁企业。汉堡
王宣称味道为王，食物新鲜，现点现做，
料多味十足，每一个环节都符合汉堡王
的皇冠标准。然而据内部人士举报，汉堡
王的标准在实际执行中存在严重问题。

在南昌市汉堡王红谷滩天虹店 ，
记者看到一名顾客点了红烩牛肉皇
汉堡 ，按照标准 ，制作红烩牛肉汉堡
需要搭配 21 克蛋黄酱 、21 克生菜 、
两片西红柿，然而记者注意到员工在
制作红烩牛肉皇汉堡时 ，西红柿只放
了一片就将汉堡交给了顾客 ，难道是
员工操作失误吗？“标准就是两片，但
是我们绝对不能放两片。 ”店员称。

不仅是偷工减料，汉堡王在食物的
保存和制作方式上也存在严重问题。记
者调查了解到，南昌市多家汉堡王餐厅
将早该被丢弃的食物当做新鲜食物卖
给顾客，将过期面包重新修改保质期再
销售，将过期的南美风味鸡腿排同样被
要求修改标签，延长保质期。

餐厅员工对篡改过期食品时间
行为见怪不怪。 南昌市汉堡王王府井
购物中心店员工 : “有一次发霉了 ，
是因为面包放太久了。 ”

对此 ，汉堡王发表声明称 ，立即
成立工作组并对这些餐厅进行停业
整顿调查。

山东即墨“敌敌畏”养海参B万科尚城房屋严重渗水A

70个大中城市
房价微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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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城市环比上涨
0.6%� ， 二三线城市环比
涨幅略有扩大

羊城晚报讯 记者陈泽云报道： 16
日， 国家统计局发布了 70 个大中城市
上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 。 数
据显示， 6 月份 ， 70 个大中城市房地
产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价格微涨。 4 个
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
上涨 0.6%， 涨幅比上月回落 0.1 个百
分点， 二三线城市涨幅比前一月略有
扩大。

一线城市中， 深圳的新建商品房
和二手房环比涨幅均居首。 其中， 新
建商品住宅北京 、 上海 、 广州和深圳
分 别 上 涨 0.4% 、 0.5% 、 0.6% 和
0.8%。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北京、 上海、
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 0.7% 、 0.4% 、
0.8%和 1.9%。

31 个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
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0.9%和
0.5% ， 涨 幅 比 上 月 分 别 扩 大 0.3 和
0.1 个百分点。 35 个三线城市新建商
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
上涨 0.8%和 0.5% ， 涨幅比前一月分
别扩大 0.1 和 0.2 个百分点。

从同比上看 ， 6 月份 ， 一线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
比 分 别 上 涨 3 . 3% 和 5 . 2% ， 涨 幅 比
上月分别扩大 0 . 4 和 1 . 1 个百分点。
二三线城市同比涨幅延续回落态势 ，
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
售价格 ， 同比涨幅连续 14 个月相同
或回落； 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
手住宅销售价格 ， 同比涨幅连续 15
个月相同或回落 。

广东旅博会9月举行
系疫情发生以来，广东首场国际文旅盛会

羊城晚报讯 记者唐珩报道：16
日，九元航空开通首条广州至内蒙古
巴彦淖尔航线，为广东旅客前往内蒙
古大草原避暑观光新增便捷空中通
道，同时也结束了两地无航班通达的
历史。

广州往返巴彦淖尔航线每周逢
二、四、六、日，往返各一班，经停西
安，由波音 737-800 型客机执飞。 具
体航班信息为： 去程航班 AQ1421，
06∶15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起飞，
11∶40 抵达巴彦淖尔天吉泰机场，
机票售价 639 元起，相当于全价机票
的 2.8 折。 回程航班 AQ1422，19∶
35 从巴彦淖尔起飞，次日 01∶20 抵

达广州，机票售价 399 元起，相当于
全价机票的 1.7 折。

7 月 14 日晚， 文化和旅游部发
布可有条件恢复跨省团队游通知后，
全面激发了旅游消费市场“回血”。据
各旅行网平台数据显示， 国内跟团
游、自由行搜索量，相比开放前上涨
300%-500%，其中新疆、西藏、内蒙
等边疆避暑胜地受到旅客热捧。

巴彦淖尔位于内蒙古西部，旅游
资源独具特色，拥有内蒙古九大草原
之一乌拉特草原、著名的淡水湖乌梁
素海、西北地区重要鸟类繁殖栖息地
纳林湖等生态风光，境内河套平原更
享有“塞上江南”的美誉。

羊城晚报讯 记者黎存根报道：随
着疫情形势好转，文化和旅游行业正
在加快复苏。 日前，广东国际旅游产
业博览会发布预告，由广东省旅游发
展研究中心主办、岭南控股广之旅国
际旅行社承办的广东省重要的文化
和旅游产业品牌活动———2020 广东
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 （以下简称 “广
东旅博会”）将于 9 月 11 日至 13 日，
在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A 区举行。 这将是疫情发生以来，广
东首场国际文旅盛会。

此次广东旅博会以“愿美好世界
与你相遇”为主题，通过“线上 + 线
下”双线驱动模式，整合国内外文旅
资源，展现全新的主题旅游展区，突
出展示文旅行业细分领域新业态；
同时筹备“线上旅博会”，首创“远程
参展”模式，扩充线下展览内容展示

及交互方式，搭建业界信息交流、宣
传推广及产品展贸的专业平台。 展
会期间还将举行缤纷文旅消费嘉年
华、首届文旅直播节、全球特色文旅
展演等系列惠民消费活动， 进一步
促进文旅经济复苏。

广东旅博会组委会相关责任人
表示，广东旅博会将落实“释放文
旅消费新动能， 激发居民消费潜
力 ”的宗旨 ，充分发挥旅博会供需
调节 、产业联动 、便民惠民的平台
功能， 联动省内外文旅官方机构 、
目的地、景区、航司、酒店等上下游
文旅资源供应商 ， 从供需两端发
力，激发因疫情所抑制的居民消费
需求， 持续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关
注疫后文旅生活新方式，让文旅消
费成为疫后经济增长新极点，国内
振兴文旅的行业。

广州至内蒙古巴彦淖尔航线开通
往返票价最低千余元

百事通

每天1杯奶茶，竟然得了痛风
广东一名高中生因喝太多奶茶导致痛风

急性发作，脚肿得无法走路

圈圈生活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华、 通讯
员朱健报道： 炎热的三伏天， 一杯
冻奶茶立马神清气爽， 其伴随的健
康问题也不容忽视。 近日， 记者从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简称 “省二
医 ”） 了解到， 广东一名高中生小海
（化名 ） 因为喝太多奶茶导致痛风急
性发作， 脚肿得无法走路； 在省二
医风湿免疫科专家的治疗下， 7月14
日， 小海终于恢复健康， 大步走出
医院。

小海今年18岁， 来自佛山高明，
是一名高中学生， 早在4年前， 已经
出现痛风发作的病史。 “我记得那
天打球回来， 右手无名指疼痛肿胀，
当地医院查出来尿酸很高， 诊断可
能是痛风。” 小海回忆， 当时， 医生
为他开了药并叮嘱他注意饮食， 但
由于情况不是很严重， 他并未按医
嘱吃药， 也没有忌口。

今年， 由于双手双脚疼痛厉害、
手脚关节严重肿大， 小海来到省二
医风湿免疫科。 “第一次来门诊就
诊时， 小海手指和脚趾上长满痛风
石， 已经无法走路。 检查结果显示，
他的尿酸高达 900umol/L （正 常 值

为150-420μmol/L）。” 省二医风湿免
疫科主治医师郑少玲表示。

原来， 小海是奶茶喝太多导致
了痛风发作和痛风石形成。 “平时
喜欢喝奶茶， 一般每两天喝一次， 1
天1杯是常有的事。” 小海说。

郑少玲介绍， 奶茶是高糖软饮
料， 高果糖成分进入人体后， 在人
体代谢过程中会转化为合成嘌呤的
底物， 使尿酸生成增多， 容易让痛
风找上门。 近些年， 痛风的年轻化
趋势越来越明显。 90后已经被痛风
“绊倒 ” ， 00后也有中招 。 她进一
步解释 ， 这与年轻人好高嘌呤饮
食、 少运动、 饮用含糖饮料等因素
有关。

经过规范的降尿酸治疗， 7月14
日， 小海终于走出医院。 他表示：

“再也不喝奶茶了， 也会好好吃药，
控制饮食， 定期回医院复查。”

郑少玲提醒， 日常生活要注重
痛风的预防与日常管理， 尤其是有
痛风家族史的， 小孩一旦出现高尿
酸血症， 家长应高度配合医生给孩
子控制体重， 同时在饮食、 用药等
方面应遵循医嘱 。

羊城晚报讯 记者丁玲，通讯员陈
泠利、房文秀报道：16 日，记者从广州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 广州市将开
展为期 3 个月的农贸肉菜市场使用食
品添加剂的专项治理。

据介绍，广州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强
农贸市场（大型 ）超市每日快检，持续
对去皮果蔬、 水产品等食用农产品开
展二氧化硫等专项快检， 及时筛查发
现不合格食用农产品，公示快检信息，
依法依规处置不合格食用农产品，严
把市场准入关。同时，委托第三方专业
技术机构对重点品种、 重点项目实施
靶向性抽检，着力提高问题发现率，切
实增强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广州市场监管部门还将发布食品
中可能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滥用食
品添加剂的《公告》。 根据原卫生部
公布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非食用物
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名单 ， 结合
平时日常监管及监督抽检情况 ，收
集整理较常见的 10 大类食用农产
品中可能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滥
用食品添加剂的有关情形 ， 涉及品
种包括鲜活水产品、 猪肉、 豆芽、腐
竹、新鲜果蔬等。

广州将严查
食品添加剂
使用问题

羊城晚报记者 马灿
实习生 欣怡 裕华 金瑜 钰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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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赋能“““““粤粤粤粤粤”””””过过过过过难难难难难关关关关关
谁也没有想到 2020 年会以疫情

开局。 广东作为全国经济大省、 人口
大省， 对外开放程度高、 流动人口
多、 人员交流频繁， 接受了一次近乎
极限的“压力测试”。 在这场大考中，
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大力支持实体经
济恢复发展， 积极助力湾区建设， 坚
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 与广东共跃难
关。

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
事必有法 ， 然后可成。 今年以

来， 面对疫情考验与挑战， 广东银保
监局及时出台了 《关于在疫情防控期
间推动复工复产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的通知》 等， 要求发挥银行业保险
业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和促进
作用。 广东中行切实贯彻落实广东银
保监局工作要求 ， 大力发展普惠金
融、 贸易金融、 消费金融， 持续发力
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

该行于 1 月 27 日建立“方舱银
行”， 通过减费让利、 降低利率、 办
理无还本续贷、 调增中长期贷款、 信
用贷款等方式， 一户一策精准施策，
帮扶企业渡过难关， 增强企业稳定，
全力保市场主体， 上半年已累计救助
经营暂时困难企业超 2500 家， 涉及
授信金额 166 亿元。 同时， 该行针对
性推出“抗疫贷 ” “战疫人才贷 ”
“个人战疫复工贷” 等创新产品， 加
大授信投放， 保障实体经济有效融资
需求。 上半年， 该行央行和银保监口
径普惠贷款分别新增 178.97 亿元 、
167.93 亿 元 ， 贷 款 增 速 分 别 为
35.79%、 37.68%， 均超过 30%的监
管要求。

广东作为外贸第一大省， 稳外贸
对支持实体经济尤为重要。 广东银保
监局推动出台多项金融支持政策， 包
括输送金融活水、 提高融资效率、 支
持外贸新业态快速发展等， 助力稳住
广东外贸基本盘。

“在疫情初期还是受到较大的影
响， 主要是疫情导致很多上游厂商缺
货， 随着国内疫情的缓解， 目前我们
基本上已经恢复正常增长， 而且金融
机构对我们非常的支持。” 着力发展
全球化跨境直卖电商平台的广州洋葱
时尚集团财务总监何珊告诉笔者。 中
国银行广州开发区分行累计为洋葱集
团开立 3 笔合计近亿元的内保外贷保

函以及 1300 万元的跨境电子商务零
售进口税款总担保保函， 解决企业进
口关税对流动资金的占用问题。

同时， 广东中行与省商务厅联合
发布“稳外贸、 共战疫” 联合金融服
务方案， 通过专项融资支持、 畅通业
务办理渠道以及费利率优惠减免等举
措加大对外贸企业支持力度。 截至 6
月末， 该行已为外贸企业办理进出口
单证业务超 50 亿美元， 同比增长近
30%。

此外， 在第 127 届广交会期间，
该行合计收集超 400 家境内展商授信
需求， 核定授信超 50 亿元， 办理跨
境结算业务 191 亿元， 帮助企业保订
单、 拓市场。

金融动能恢复湾区活力
今年 4 月， 《关于金融支持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 的发布为金
融机构服务湾区建设提供了更加清
晰的方向指引 。 广东中行紧跟国家
建设大湾区整体步伐 ， 创新产品服
务， 聚焦基础设施建设， 全力支持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

日前， 在监管机构的指导下， 广
东中行敏捷推动大湾区业务创新突
破 ， 全省首发落地货物贸易便利化
试点扩大后业务、 服务贸易外汇收
支便利化试点业务以及跨境人民币
结算便利化业务， 帮助企业第一时
间享受政策红利 。 该行灵活运用债
券 、 上市等多元化融资业务帮助湾
区企业拓宽融资渠道 ， 在服务客户
CMBN 项目规模 、 支持生物企业在
港 IPO 超募资金规模 、 为客户发行
防疫债等方面领先市场。

在加快推动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方面， 该行通过加大信贷投放和优
化审批质效， 大力支持湾区重大基础
设施建设。 截至 6 月末， 该行累计支
持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 104
个， 项目贷款余额 1067 亿元， 2019
年以来投放金额超 210 亿元； 当年新
增项目 14 个， 涵盖轨道交通、 高速
铁路、 绿色能源、 港口码头等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 该行于 6 月 7 日
推出支持港澳手机号码开通手机银行
的功能， 主要面向旅居港澳的内地客
户提供服务， 客户凭本人有效身份证
及中行借记卡， 即可使用港澳地区手
机号码在线自助注册手机银行， 降低

了两地穿梭办理业务的“脚底成本”。

书写有温度的扶贫答卷
在江门，邝玩新玩起直播带货， 1

小时内销量达 267 笔， 直接增加横山
村农民收入 36160 元；在河源，吴小天
和合作社三年前种下的 1.6 万棵澳洲
坚果苗，今年 9 月将迎来第一次收成；
在汕头， 林育龙发起的食用菌种植特
色农业项目在投产经营的第二年即产
生效益， 光明社区的贫困户开始逐月
领取收益金……这是广东中行的扶贫
干部们在脱贫攻坚路上书写的故事。

民心所向，金融所望。 自 1995 年
开展定点扶贫工作以来， 广东中行在
广东银保监局等单位的指导下， 精准
施策、精准投向、精准发力，发挥行业
优势，以金融担当助力脱贫攻坚。

该行以产业扶贫为重点， 因地制
宜引入帮扶资金和项目， 帮助帮扶对
象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光伏项目等，
有力地支持了当地产业发展和农民脱
贫致富。 如辖属河源分行大力发展光
伏项目、高新工业园区项目、宝新农民
专业合作社， 每年可为扶贫村增加 28
万元村集体收入。

金融扶贫一直是脱贫攻坚工作的
重要支撑和抓手。 广东中行积极推广中
银惠农通宝“扶贫贷、扶农贷、助农贷、
新农贷、特产贷、供应链贷”六大产品，
涵盖扶贫工作多个领域。 今年以来，该
行适当延长受疫情影响出现还款困难的
贫困户扶贫小额信贷还款期限；对因疫
情导致无法或无力按期偿还国家助学贷
款的毕业贷款学生，采取设置还款宽限
期、延迟还本息等支持和保障措施。

2020 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广
东中行在扶贫答卷上这样书写： 共有
16 家单位承担了广东 69 个贫困村的
定点扶贫工作， 帮扶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 1974 户 5300 多人，选派 47 名骨干
挂职扶贫； 今年以来共向帮扶村直接
投入资金 135 万元、 引进资金 990 多
万元，实施帮扶项目 80 多个。 截至目
前， 全部定点扶贫村均已达到出列标
准、全部建档立卡贫困户已实现脱贫。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
所为， 则无不成也。 广东中行的金融
“组合拳”，正在缓解疫情影响的痛楚，
传递金融温度，坚定了“没有一个寒冬
不可逾越”的必胜信心。

（文/戴曼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