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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国家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考核结果公布

广东首摘优秀等次
获5000万元激励

是珠江流域片区第一个获得考核优秀等次的省份

硬在铁骨忠魂上、硬在矢志打赢上、硬在顽强作风上

李希慰问
驻粤部队官兵

详见 A2

详见 A5

““硬硬骨骨头头六六连连””
““硬硬””在在哪哪里里？？
详见 A4

“硬骨头六连”官兵在
训练场进行排战术演练

新华社发

因在疫情期间“寸步难
行”才想起办身份证，获广州
民警暖心帮忙
羊城晚报记者 付怡 通讯员 张伟涛 张毅涛

23年来，
他首次有了户口

民警意识到，只有帮父
子俩恢复正常关系，接下来
的调查走访和取证工作才
能顺利进行。

在与小叶的日常接触
中，民警发现，小叶因为居
无定所， 长期生活不规律，

年纪轻轻就患了胃病。
民警帮他做了合

理 膳 食 和
保 健 的 方
案，每天提
醒 他 按 时
用餐、规律
生活。 民警
的 循 循 善
诱，让小叶
慢 慢 理 解
了 父 亲 和
家人，渐渐

放下了对父亲的抵触情绪。
不久，小叶主动给父亲发了
信息：“老窦（爸爸），你要
保重身体。 ”

看到儿子十几年来第
一次发来表达关心的短信，
李先生对民警说 ：“阿仔
（儿子）懂事了。 ”

在民警帮助下，父子俩
多年的隔阂逐渐消除了。
考虑到李先生和小叶的经
济状况， 民警联系了多家
鉴定机构，经过对比，挑选
了收费相对低廉的机构供
他们选择。 李先生带着儿
子做了亲子鉴定。 接下来，
李先生开始努力回忆曾经
带着儿子在广州生活过的
地方， 积极提供以前相熟
的邻居信息。

今年年初，小叶来到广州市人
民来访接待大厅， 反映其 20 多年
来一直没有办理过户口登记、没有
身份证，希望政府协助解决。 由于
小叶称其父亲户籍在海珠区，该事
项转到了海珠区公安分局。

海珠区公安分局综合办证大
厅工作人员向小叶了解了基本情
况。 原来小叶从出生以来一直没
有办理过户口登记， 他本人也没
把这当回事。 直到今年年初，疫情
发生后， 小叶发现因为没有身份
证，无法申请到“健康码”，生活中

“寸步难行”，这才向政府求助。
小叶在电话中略带哭腔对民警

说：“帮我办一张身份证吧。 没有身
份证，我就没有‘健康码’，买不了口
罩，不给进市场买菜，现在连公交车
都坐不了啦……帮帮我吧。 ”

要办理户口， 小叶却几乎不
能提供任何证明材料， 难度相当
大。 小叶自小由父亲抚养，在他记
忆里， 父亲和亲友从未提起自己
生母的情况。 年幼时，小叶曾问过
“妈妈为什么不在家”， 但父亲和
家人闭口不提。 后来，小叶十几岁
辍了学，从此与父亲、家庭断绝了
联系。

按照相关规定， 小叶这样的
特殊情况要办理入户登记， 须提
供卫计部门核发的《出生医学证

明》。如确实无法
办理《出生医学
证明》，公安机关
户口登记部门可
向卫计部门委托
机 构 调 查 核 实
后， 根据申请人
本人或监护人提
出的书面申请 ，
凭父母双方或一
方的户籍证明 、
亲子鉴定意见以
及 3 名以上证人
证言的调查报告办
理户口登记。

民警找到了小
叶父亲李先生，希望
他能帮助联系小叶
生母。但李先生表示
自己找不到小叶生
母。民警提出可为父
子俩联系专门机构
做亲子鉴定，补办只
有父亲单方信息的
《出生医学证明》，结
合能反映小叶成长轨迹的材
料以及相关证明， 也能办理
入户。

李先生同意与小叶做亲子鉴
定， 但对小叶的成长经历却不愿
过多提及。 通过与李先生、小叶深

入接触，民警发现，
这对父子由于多年
不联系，关系十分冷淡。

近日，市民李先生（化名）带着儿子小叶

（化名）来到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送上

绣着“思民生解民困 做实事暖民心”和“尽

心尽责办实事 为民解忧暖人心” 字样的两

面锦旗。 这源自今年初小叶的一次求助，疫

情发生后，23 岁的他因一直没有户口， 在生

活中几乎“寸步难行”。 在海珠区公安分局民

警帮助下，小叶终于在海珠区公安分局综合

办证大厅顺利办理了入户。 23 年来，他第一

次有了自己的户口簿和居民身份证。

根据李先生
提供的信息，民警
多次到海珠区、越

秀区父子俩曾一起居
住生活过的 街 道 社

区，寻访当年与父子俩相
熟的人士调查取证。

由于时隔久远，父子
俩当年居住的地方大多
物是人非 ， 加上疫情防

控， 寻访调查工作困难重重。
但民警坚持不懈奔波于各个
街道居委和属地派出所之间，
最终，在越秀区珠光街找到了
认识父子俩的街坊，取得了街
道居委开具的相关证明。

与此同时， 民警也在小叶
曾就读过的学校的配合下，查
找到了他当年的学籍资料。

备齐相关证明材料后 ，
民警立即来到卫计部门 ，详
细说明了小叶的情况。 卫计
部门 考 虑 到小 叶 的 特 殊 经
历，决定为其特事特办，加急
审批通过。

6 月 3 日，小叶在民警陪
同下来到海珠区妇幼保健院，
拿到了自己的 《出生医学证
明》。两周后，小叶在海珠区公
安分局综合办证大厅顺利办
理了入户，并从民警手上接过
自己的居民身份证。

小伙疫情期间“寸步难行”

民警帮父子俩解除多年心结

多方走访民警终于备齐材料

中大华工公布
强基计划入围分数线
考生将于本月末进行考核、面试

详见 A3

确诊港籍货车司机
曾在深圳东莞逗留
行动轨迹涉及小区、产业园、茶餐厅等，

排查到的人员核酸检测出结果的均为阴性

上半年广州经济
稳居万亿俱乐部

下半年将加快新发展，持续迸发新活力

详见 A8

美国大选
进入百日倒计时
疫情冲击下充满悬念，这场非传

统大选具有高度不确定性

详见 A9小叶拿到身份证

据新华社电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卫生健康委最新通报，7 月
27 日 0 时至 24 时，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57
例（其中 18 例为无症状感染者
转确诊病例）， 均为乌鲁木齐市
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13 例，
其中乌鲁木齐市 11 例、 昌吉回
族自治州 2 例 （乌鲁木齐市输
入）；危重症转重症 1 例、重症转

普通型 4 例。
截至 7 月 27 日 24 时，新疆

（含兵团） 现有确诊病例 235 例
（其中危重症 3 例 、重症 13 例），
其中乌鲁木齐市 233 例、喀什地
区 1 例（乌鲁木齐市输入病例）、
兵团 1 例； 现有无症状感染者
165 例 ， 其中乌鲁木齐市 162
例、兵团 1 例、昌吉回族自治州
2 例（乌鲁木齐市输入）； 尚有
8809 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 27 日致电李显龙， 祝贺他连
任新加坡共和国总理。

李克强在贺电中表示 ，在
李显龙总理领导下， 新加坡经
济长期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面
对新冠肺炎疫情， 新加坡政府
果断施策， 防控工作取得积极

成效，经济社会逐步复苏。中国
和新加坡是友好邻邦， 中方高
度重视中新关系。 我愿同李显
龙总理一道， 统筹推进抗疫和
发展合作， 持续深化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 ”，推动中新关系
在今年建交 30 周年之际再上
新台阶。

李克强致电李显龙
祝贺他连任新加坡总理

上半年广东城镇
新增就业 58.02 万人

累计新增减税 824.5 亿元

乌鲁木齐昨新增病例 57 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