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港澳事
务办公室发言人 27 日发表谈话
表示，中央政府高度关注近期香
港暴发的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
非常关心香港居民的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将为香港特别行政
区抗击疫情提供一切必要支持。

发言人指出，7 月初，香港新
冠肺炎疫情再次暴发， 截至 27
日零时，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1520
例，特别是最近 6 天每日报告新
增确诊病例均过百宗，疫情呈全
港扩散蔓延态势。 面对严峻的疫

情，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迅速行
动， 果断采取加强病源追踪、加
大边境管制、 严格控制公共场所
聚集、 收紧豁免检疫安排等一系
列更为严格的防疫抗疫措施，体
现出民众至上、 勇于作为的担当
精神。 但由于疫情快速蔓延，香
港核酸检测能力已无法满足需
要， 医疗系统已接近饱和， 隔离
检疫设施日益吃紧。 香港社会各
界纷纷表示希望中央政府对香港
予以援助。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也就此向中央政府提出了请求。

羊城晚报讯 记者王俊、 通讯
员深卫信摄影报道：记者从深圳市
疾控中心获悉，截至 27 日 20 时，
判定与港籍货车司机朱某康密切
接触者共 9 人（龙岗区 6 人、罗湖
区 3 人）， 他们均已接受隔离医学
观察。 其中 8 人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结果为阴性，1 人结果待出。 另有 4
名一般接触者，其核酸检测结果亦
全部为阴性；深圳暂无新增病例。

据介绍， 截至 7 月 27 日 20
时， 全市共对涉及该病例的 3009
人进行了健康检测。 其中———罗湖
区疾控中心已为畔山花园小区
2661 名居民采集样本， 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该患者曾
到龙岗区某印刷厂运送货物，龙岗
区疾控中心已为印刷厂所在园区
的 348 名工作人员采集样本，其中
195 人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
阴性，其余 153 人结果待出。 目前
疾控机构已到患者在罗湖的住家
采集 13 份环境样本，结果待出；到
龙岗区年丰高新产业园及连锋石
磨肠粉店采集 36 份外环境采样，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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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日， 广东省教育厅携各
地市教育局负责人通过广东省
教育厅网上信访大厅开展网上
接访活动，就学前教育、义务教
育、教师队伍建设、学校后勤管
理等问题回答网友提问。 据了
解，今年的线上接访活动将于 7
月 27 日至 8 月 3 日进行。

深圳公办普高录
取率将超 56%
� � � � 学位问题和学业问题是不
少家长学生关注的焦点。 省教育
厅副厅长王创的网络接访过程
中，绝大多数内容都指向了这两
个核心问题。

在学位问题上，网名“小星
星”的网友就“二宝”上幼儿园问
题进行提问，“请问教育部门有
什么举措来解决我们的后顾之
忧？”王创表示，为满足“二宝”入
园需求，省教育厅实施“5080”攻
坚行动，扩充普惠性学前教育资
源， 满足适龄幼儿就近入园需
求。 省政府将“增加学前教育公
办学位供给” 列入 2020 年省十
件民生实事，推动各地切实加强
普惠性幼儿园学位建设。 同时，
广东加大对学前教育专项经费
投入，2020 年省财政下达 12 亿
元专项经费重点用于公办学位
建设， 比上年增加投入 4.08 亿
元，增长 51.45%。 此外，广东还
实施幼儿园建设专项规划，将普
惠性幼儿园建设纳入城乡公共
管理和公共服务设施统一规划，
并及时通过多种方式补充学位
紧缺地区普惠性学位资源。

在学业问题上，家长们就减
负问题踊跃提问。 例如，来自肇
庆的网友反映肇庆某校一年级
学生放假后还要打卡、暑假作业
多，甚至要家长参与做作业等问
题。 肇庆市教育局回复，根据相
关规定，各学校要科学安排暑假
生活，严禁布置要求家长完成或

需要家长代劳的作业。 如果存在
类似情况将马上勒令学校停止
上述行为，并作出科学恰当的暑
期作业安排。 还有来自深圳的网
友表示，希望深圳能够多一些重
点高中。 对此，深圳市教育局表
示，深圳市将超常规高质量建设
高中学校，到 2025 年，深圳将新
增公办学位近 10 万个， 公办普
高录取率达 56%以上， 同时，深
圳还将加快建设一批优质民办
普通高中、高起点高标准建设新
型中职学校。

将强化学校食品安
全工作

有网友就食品安全和求学
等问题进行提问。 网名“某位家
长”的网友提问：“近年，学校相
继发生食物中毒事情，作为家长
非常担心小孩在学校的食品安
全，为何学校食物中毒事件屡禁
不止？ ”省教育厅副厅长朱超华
介绍，近年广东学校食品安全情
况总体良好，但由于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个别学校还不同程度地
存在一些食品安全隐患及问题。
朱超华表示，广东将进一步强化
学校食品安全工作，改善食堂设
备设施等基础条件，规范日常管
理，强化监督指导，使学生能够
在安全、整洁的环境中吃到安全
营养、美味可口的饭菜，能够健
康、快乐地成长。

还有一位来自香港的中学
生“香港学生”表示，明年想回广
东就读，请问有何途径？ 朱超华
表示，目前，广东有 50 多所高校
招收香港学生， 包括中山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等本科
院校， 也包括深圳职业技术学
院、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等专
科院校，学科专业门类齐全。 香
港中学生可通过参加联招考试
等教育部批准的考试，或者凭香
港中学文凭考试成绩申请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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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香港特区政府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 27 日宣布，
自 29 日零时起实施为期 7 天的
更严格的限制社交距离措施。 新
措施包括市民在所有公众场所
包括室内及室外都必须佩戴口
罩、在公众场所群组聚集的人数
限制由四人收紧至两人等。

自 7 月 13 日至 26 日，香港
共有逾千宗本地确诊个案，其中
492 宗感染源头不明。 张建宗表
示，由于确诊者可能在潜伏期间
传播病毒，难以短期消除隐性传
播， 社区大规模暴发风险极高，
因此有急切必要收紧防疫措施。

除了要求所有公共场所强
制戴口罩和禁止两人以上聚集
以外，新的防疫措施规定所有餐
厅全天禁止店内饮食，美食广场
关闭座位， 酒吧或酒馆必须关
闭；除此前要求停业的经营场所
外新增所有体育场所和游泳池
停业。

特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局
长陈肇始表示，将加强对高风险
社区进行免费检测，未来一星期
将扩大至 1.4 万名小巴司机、约
300 间街市、900 名特殊学校住
宿人员等，慈云山所有居民也将
进行检测。

据新华社电 香港特区政府
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 27 日下午
介绍，截至 27 日零时，香港新增
145 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疫
情暴发以来单日新高；其中本地
感染病例 142 例、输入性病例 3
例；香港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 2778 例。

香港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已

连续第六天超过 100 例。特区政
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
处主任张竹君介绍，在当天新增
的本地感染病例中有 59 例目前
找不到感染源头， 有 83 例与此
前相关感染群组有关，其中大部
分为家庭或朋友聚会感染群组。
此外，27 日还新增 60 多宗初步
确诊个案。

居住过的 楼 栋 已
“硬隔离”

据悉， 港籍货车司机朱某康
按照相关豁免政策规定， 于 7 月
18 日 20 时 31 分从文锦渡口岸
入境， 入境时核酸检测为阴性；7
月 22 日 19 时 26 分从文锦渡口
岸返回香港，7 月 26 日被确诊为
新冠肺炎。 确诊当日下午，香港卫
生防护中心向深圳相关部门通报
朱某康确诊情况。

26 日深夜， 深圳罗湖区官方
微信公众号“新时代新罗湖”，最早
通报了朱某康的情况，并表示朱某
康曾于罗湖区畔山花园小区逗留。
据了解，在通报发出的同时，紧张
的采样工作也在该小区开展。

一位小区居民介绍， 物业工
作人员与检测人员一起， 通知他
们带上身份证， 到一楼楼梯门口
处做咽拭子核酸检测。 做完检测
后，居民回家等通知。 工作人员向
居民发放了查验二维码， 可以查
询核酸检测报告结果。

罗湖区在 27 日中午再发通
报。通报中提到，根据最小单元防
控原则， 相关部门已对朱某康曾
逗留的畔山花园 1 栋 1 单元所有

住户实施居家隔离医学观察。 该
小区已排查出的 3 名密切接触者
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已送至指定
地点集中隔离。 罗湖区疾控中心
根据工作需要， 正在开展小区环
境和物表样本采集工作， 相关公
共场所已完成全面消杀。

27 日晚，罗湖区再度通报，畔
山花园 2661 份样本检测均为阴
性。 朱某康居住过的楼栋成为硬
隔离单元， 社康工作人员每天都
会上门检测体温， 社区也会持续
为居民提供服务。 小区居民凭核
酸检测阴性结果，可以进出小区。

送货的产业园已全
面消杀

27 日中午，“龙岗发布”官方
微信公众号也发出通告称， 朱某
康也曾在龙岗区坪地街道逗留。
通告中提到， 朱某康曾在龙岗区
坪地街道的年丰高新产业园兴申
发印刷字本（深圳）有限公司和年
丰社区横岭村 48 号连锋石磨肠
粉店逗留。值得一提的是，从罗湖
区畔山花园到龙岗坪地， 车程为
40 多公里，距离并不近。

记者前往通报中提到的年丰
高新产业园。 在现场，记者看到，
人员出入需要测量体温、 登记信
息。 社区工作站工作人员介绍，目
前产业园进行全面消杀， 核酸检
测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将做到核
酸检测全覆盖。据了解，26 日晚该
园区已检测了 195 人， 检测结果
全部为阴性。 27 日上午，又有 153

人接受检测。
据了解， 朱某康当时到产业

园主要为印刷厂送货， 他当天的
密切接触者已送往隔离。目前，产
业园区内的员工采取“两点一线”
管控， 只能在生产区到生活区的
范围内活动，不与外界接触。

与此同时， 连锋石磨肠粉店
也暂停营业， 并且进行了全面消
杀。 朱某康当天在肠粉店的密切
接触者核酸检测结果也均为阴
性，并被送往隔离。

去过两家东莞的茶餐厅
除了深圳，经流行病调查，该

司机还到过东莞市凤岗镇 。 27
日， 东莞凤岗镇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指挥部发布通告称， 该司机曾
在凤岗镇雁田村长塘大道 106 号
东泰楼居住并在附近逗留。目前，
市、 镇疾控部门正在进一步开展
流行病学调查和核酸检测工作。
按照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应检
尽检”相关要求，从即日起对该楼
宇及相关场所人员开展免费核酸
检测。

通告表示， 请 7 月 19 日至
22 日期间曾到过东泰楼（包括一
楼怡丰茶餐厅 、龙方茶餐厅）的市
民朋友主动申报。

羊城晚报记者 林园 秦小辉 实习生 周博远

羊城晚报讯 记者陈亮、
实习生夏嘉欣、通讯员欧少彬
报道：27 日 ，广东外语外贸大
学召开第二十一届大学开放
日新闻发布会。 广外副校长焦
方太表示 ，学校今年全国本科
招生计划总数 5100 名 ， 较去
年增加 60 名 。 广东省计划招
生 4167 名 （含 130 名 “地方专
项计划 ”）， 占招生总计划的
81.7%， 其中文科 2101 名 ，理
科 1965 名，艺术类 101 名。 提
前批英语 （师范类 ）专业计划
招生 150 名 （其中文科 90 名 ，
理科 60 名 ）， 较去年增加 60
名 。 同时 ，今年汉语国际教育
专业也调整到提前批 ，招收师
范类学生 ，计划招生 70 名 （其
中文科 49 名，理科 21 名）。

记者在会上获悉 ，广外今
年新增了国际组织与全球治
理专业，招生 30 人。 该专业通
过“英语和法语 ”复语培养 、复
合型的课程体系 、多元化的师
资队伍 、海外实习 ，培养具有
全球视野与中国情怀 、通晓国
际规则 、熟悉国际组织运行规
律、精通英语 、法语熟练 ，具有
出色的跨文化沟通和实践能

力的多语型/复合型高端外语
人才。

记者了解到 ，广外在 2019
年已经开设 “国际经济与贸
易 ” “会计学 ” “翻译+经济学
（全球经济治理 ）”三个国际组
织创新班 。 今年 ，为适应中国
参与全球治理的需要 ，学校将
开设法学 （国际组织创新班 ），
培养高端涉外法律人才。 国际
组织创新班采取 “语言复合+
专业复合”“国际组织课程+国
际组织实习 ”、 本硕连贯学习
以及与国 （境 ）外高校协同培
养等模式 ，面向全校新生进行
选拔 。 此外 ，还将新增设四个
创新班 ，包括英语 （语言学拔
尖人才实验班 ）、经济学 （昆士
兰大学创新班 ）、工商管理 （商
务管理创新班 ）、金融工程 （金
融科技创新班）。

据统计，2019 年，广外在广
东省高考普通类录取的最低排
位 为 文 科 10790， 理 科 为
45222。 广外教务处处长、招办
主任姜琳建议， 今年文科排位
在 10000 以内 、 理科在 45000
以内的考生报考广外， 接近该
排位的考生也可以冲一下。

羊城晚报讯 记者孙唯、
通讯员粤考宣报道：广东 2020
年普通高校本科插班生 （含三
二 分 段 专 升 本 转 段 考 核 ，下
同 ） 招生录取工作于 7 月 26
日开始投档。 省教育考试院表
示 ，目前 ，40 所招生院校共投
出考生 40333 人 ，其中 ，本科
插班生投出 38681 人 ，三二分
段投出 1652 人 。 从投档录取
情况看 ，今年本科插班生计划
充足 、生源良好 ，一次性满档
率较高 ， 本科插班生有 22 所
院校一次性满档 ，特别是珠三
角地区公办本科院校和一些
办学基础较好的民办院校 、独
立学院生源较好 ，基本都一次

性满档 ， 且投档线居高不下 。
但个别公办院校的校外教学
点专业 ，以及新晋升的职业技
术大学和部分民办独立学院
尚有部分缺额计划。

据了解 ，今年为使更多的
考生有上本科院校的机会 ，在
第一阶段录取结束后 ，省招生
办将对未完成招生计划的缺
额院校进行征集志愿录取 ，并
通过省教育考试院官网 、官微
向社会公布 ，请广大考生密切
留意有关信息。 根据招生录取
日程安排，7 月 30 日第一次录
取结束，7 月 31 日开始征集志
愿，8 月 4 日-5 日进行征集志
愿录取。

羊城晚报讯 记者陈亮、实
习生夏嘉欣报道：26 日，中山大
学、 华南理工大学发布 2020 年
强基计划入围考核标准。 据了
解，本次强基计划依据考生高考
成绩（不含任何政策加分），按学
校分省招生计划数的 4 倍确定
各省入围考核考生名单。对于同
分考生，中大将按照排位进行比
较选拔，华工对末位高考文化成
绩同分考生都予以公布入围。

记者留意到， 中大公布的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强基
计划入围标准中，广东省理工科
类入围分数为 671 分，文科类为
630 分。北京、天津、上海、浙江、
山东、海南各省、直辖市考生按
照高考综合改革分数标准进行
选拔。考生现可登录报名平台查
询本人入围结果。 此外，中山大
学将于 7 月 31 日于广州校区南

校园组织考核，准考证信息及考
核其他事宜安排将另行通知，入
围考生需要留意中山大学本科
招生网站的招生公告。

据悉，中大对强基计划录取
学生进行单独编班和学籍管理，
强基生实行本 - 硕 - 博衔接培
养。 考核合格的学生，直接转入
培养方案确定的硕士或博士相
关专业继续培养。

华工方面， 强基计划面向
24 个省招收考生， 面试入围
线分为数学类、 化学类和
生物技术三大标准，其
中广东省入围线数学
类分数 644， 化学
类分数 633， 生命
技术分数 633。
考生可于 28
日 后 登 录
强 基 计 划

报名系统查询入围状态等基本
情况。 考虑到疫情影响，华工采
用网络远程视频面试方式，不再
举行体质测试。视频面试于 7 月
30 日进行模拟演练和测试，7 月
31 日正式面试。

中大华工公布
强基计划入围分数线

考生于本月末进行考核、面试

广东本科插班生开始投档

广外省内计划招生4167人
新增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专业

广东省教育厅线上接访活动启动， 就学
前教育、学校后勤管理等回答网友提问

广东今年将下拨 12 亿元
重点用于公办学位建设
羊城晚报记者 孙唯 实习生 方馨娉 盘淑仪 通讯员 粤考宣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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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 26 日下午发布通报称， 一名港籍
跨境货车司机朱某康在香港被确诊为新冠肺炎。

据深圳、东莞官方通报显示，朱某康曾在深圳罗湖区、
龙岗区，东莞凤岗镇等多地逗留。 接报后，深圳、东莞疾控
部门紧急出动，为有关人员做核酸检测。截至 27 日 19 时，
深圳两区已完成了数千份样本采集，所有样本均显示为阴
性。 该司机在深圳的密切接触者核酸检测均为阴性，已送
至指定地点集中隔离。

香港连续六天病例过百
昨日新增 145 例，再创疫情暴发以来单日新高

香港再收紧防疫措施

禁止公众场合两人以上聚集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

中央政府将为香港
提供一切必要支持

朱某康从深圳罗
湖文锦渡口岸入境 。

朱某康从文锦渡
口岸返回香港 。

朱某康在香港被
确诊为新冠肺炎 。

罗 湖 区 发 出 通
告 ， 朱某康曾在罗湖
区莲塘街道畔山花园
小区本人物业逗留。

龙 岗 区 发 出 通
告 ， 朱某康曾在龙岗
区年丰高新产业园兴
申发印刷字本 （深圳 ）
有限公司和年丰社区
横岭村 48 号连锋石
磨肠粉店逗留。

东莞凤岗镇发出
通告 ， 朱某康曾在凤
岗镇雁田村长塘大道
106 号东泰楼居住并
在附近逗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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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疫情及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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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分

深 圳 卫 健
委 通 报 ， 截 至
20 时 ， 已 有
3009 人进行核
酸检测 ，出结果
的均为阴性

密接者 9 人
均已隔离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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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为居民进行健康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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