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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王丹阳报
道：由广东省商务厅指导，广州市
商务局主办，国美、海尔、格力共
同承办的“2020 全国消费促进月
广州市家电惠民补贴促销活动”
日前启动。

自本月 9 日起，广州、清远、
韶关和佛山等地市民，有电视、冰
箱、洗衣机、空调、厨卫、小家电

等六大类家电以旧换新需求，通
过相关渠道，不仅可免费拆机、免
搬运费、旧机抵现外，市民在回收
完成后还能领取以旧换新补贴。
其中，家电单台补贴 10%，最高
补贴 800 元。

今年初，中国《家用电器安全
使用年限》 系列标准颁布， 让冰
箱、酒柜、空调、洗衣机、干衣机、

吸油烟机、燃气灶、电热水器六大
品类八种产品的“寿命” 有标可
依。 据中国家用电器协会推算，
仅 2020 年，预计将有约 1.6 亿台
家电产品达到安全使用年限。

家电“以旧换新” 也成为
2020 年推动消费升级的有力增
长点。

“家电以旧换新是继广东家

电下乡政策后， 广州家电领域扩
大内需的又一大惠民行动， 对扩
大消费、 促进节能减排具有重要
而深远的意义。 ” 广州市商务局
负责人在启动仪式上表示， 广州
将着眼助力推动全市加速形成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进
一步展示“千年商都”深厚商业底

蕴和消费文化。
据本次广州家电惠民补贴的

指定单位广州国美介绍， 本次以
旧换新采取“先收旧再享受换新
补贴” 的方式开展， 通过线上报
名———系统评估折旧价———上门
回收旧机抵现———购新机享补贴
的方式， 一站式满足市民旧家电
的升级换新需求。

家电以旧换新最高补贴800元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焕坤、
通讯员李勉聪报道：10 日上午，
广州市荔湾区汇龙小学举行“牵
手教育梦 祝福送边区———2020
教师节微视频首映礼及颁奖大
会”，荔湾区教育局、南中教育集
团各校代表及汇龙小学全体师
生出席现场活动，新疆喀什地区
疏附县亚果小学、贵州毕节市七
星关区大河乡大河小学的全体
师生通过网络直播参加了全程
活动。

本次微视频首映礼共有 8
组视频，由汇龙小学行政组、学
科组、党支部 、大队部等创作 ，
一个个温暖的微视频、 一个个
熟悉的“主演 ”，赢得了现场一
浪接一浪的高声欢呼及热烈掌
声。 随后现场揭晓“最具风采
奖、艺术风尚奖 、最佳协作奖 、
最佳表演奖、最具人气奖、最具

活力奖、最具创意奖、最暖心祝
福奖”等奖项，由学生担任的颁
奖嘉宾把水晶奖杯和奖品 （少
先 队 员 精 心 制 作 的 敬 师 卡 ）郑
重颁发给自己的老师。 此外，亚
果小学和大河小学的老师们也
通过活动直播，围观微视频，分
享现场的热烈气氛。

汇龙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梁丽珠向记者介绍，此次教师节
活动有别于以往学生给老师表
演的形式，而是老师主动去接触
时下学生喜欢的传播形式，给学
生“表演”。“此外，今天的展示也
是给亚果小学和大河小学的老
师一个展示。我们前段时间去过
培训，教他们做微课，这次微视
频首映礼就是为了和他们说，只
要有一台手机，你也可以是微课
的主角，可以通过手机拉近课堂
和学生的距离。 ”

一个个温暖的微视频、一个个熟悉的“主演”

荔湾喀什七星关
三地连线送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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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单位：元/公斤
9月10日菜价

本地菜心 9.72
本地白菜 6.87
上海青 7.23
生菜 8.16
西生菜 9.97
西兰花 11.53
水空心菜 6.73

西芹 9.01
椰菜 5.75
绿豆芽 4.91
洋葱 7.16
大肉姜 18.25
蒜头 14.38
生鱼 25.85

鲈鱼 40.44
冻带鱼 51.0
精瘦肉 71.75
排骨 84.5
鲜牛肉 108.07
生宰光鸡 38.75

增城区林长制试点工作效益凸显

“一长两员”守护广州绿肺

护林员日常巡护 受访方供图

9月初的广州北部绿肺———
增城区，依然热浪滚滚，高温黄色
预警信号持续悬挂， 炽热的太阳
烤得地面滚烫、草木发蔫。瘦弱黝
黑的黄亦球穿上绿色迷彩工作
服，戴上迷彩帽，带着护林工具和
干粮，骑上摩托车，沿着蜿蜒的山
路， 向着3000亩责任林区深处前
行。 他是增城区派潭镇佳松岭村
护林员， 是增城区林长制的最末
端工作者。

自去年来， 增城区林长制的
推行，调动了区、镇、村三级各部
门和民众的积极性和责任感。 增
城区作为珠三角唯一的试点，从
去年初起步，到今年逐渐成熟，大
半年来， 增城区林长制试点工作
效益凸显。 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
年， 增城防治松材线虫病和薇甘
菊分别为14.7万亩和1.3万亩，有
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省下达的防
治工作指标4‰以下，建成了比较
完善的森林生态安全体系。 上半
年涉林案件同比下降24.32%，森
林火灾受害率为0%，有力地维护
了增城林区社会稳定和森林资源
安全。

三级林长体系
探索管理新机制
去年 12 月，派潭镇邓路吓村

支部书记林镜清有了一个新身
份———派潭镇邓路吓村村级林
长。 在 3700 多亩的责任区中，林
镜清每周都要进行巡视。“森林防
火， 防止乱砍滥伐， 保护野生动
物，治理涉林案件等，都是林长和
护林员的职责。”林镜清在长期的
护林工作中总结了经验，“在今年
长期高温的天气情况下， 山林防
火颇为重要。所以在巡山时，要特
别关注山林中是否有烟。 ”

林长、护林员、林管员是增城
区“一长两员”的生动代表，也是
林长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了解，
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原则”，
增城区明确建立由区委书记、区
长担任区级总林长，区委常委、副
区长担任区级副总林长； 各镇街
参照区级林长制组织体系设立镇
级林长和副林长，分别由党 （工 ）
委、政府（街道办事处 ）主要负责
同志和相关负责同志担任； 村级

设立村级林长和副林长， 分别由
村（居）党组织书记和村（居）委会
主任或副主任担任， 形成职责明
确、监督有力的区、镇（街 ）、村三
级林长组织体系。

增城区林业和园林局林长办
负责人陈润钦告诉记者，目前，全
区13个镇（街 ）、231个行政村，共
设置 1224名林长、265名护林员
和203名林管员。

“云巡护”平台
实现智慧管理

每天， 增城区护林员的巡林
里程至少为10公里。 那么， 如何
对日常巡林护林进行有效监管？
记者从增城区林业和园林局林长
办了解到， 为了实现精准高效监
管，增城区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
数字林业、 智慧林业基础设施建
设，提高森林、湿地等生态资源保
护管理信息化、智能化、精细化水
平。目前，林长制“云巡护”平台和

“林河众采”护林志愿者小程序已
经上线。

“云巡护”平台可以记录护林
员巡林轨迹。

“林河众采”护林志愿者小程
序可实时反映森林资源动态，实
现森林资源社会监督，发动全民，
一起护林。 截至8月31日，“云巡
护”上线“一长两员”共1692次，
占在册人数的99%；“林河众采”
上线人数共638人，提交有效案件
信息170宗，均已及时销案。

羊城晚报记者 严艺文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华、通
讯员张阳、 黄睿报道：9 月 11
日， 国内首个公立乳腺专科医
院成立———中山大学孙逸仙纪
念医院乳腺肿瘤中心升级为逸
仙乳腺肿瘤医院， 并正式挂牌
运营。 据记者了解，该院以孙逸
仙纪念医院为旗舰， 为乳腺肿
瘤患者提供全方位、全周期、一
站式的医疗服务。 中国科学院
院士、 逸仙乳腺肿瘤医院院长
宋尔卫表示，未来，逸仙乳腺肿
瘤医院将走出自己的新路，做
出顶尖乳腺肿瘤医院发展的模
板，在国际上起到引领作用。

乳腺癌是全球乃至我国女
性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 据
统计， 我国女性乳腺癌在过去
十几年里发病率平均每年增长
3.9%， 死亡率每年增长 1.1%，
乳腺癌成为严重危害女性健康
的肿瘤。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目前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乳腺
肿瘤中心每年接诊来自全国各
地的几千例患者 ，5 年生存率
达到 91.8%，位于国内领先、世
界同步水平。 宋尔卫院长表示，
成立逸仙乳腺肿瘤医院， 旨在
打造多学科诊疗基础和临床融
合发展的综合服务平台， 实现
全方位、 全周期管理和保障乳
腺癌患者的健康。

据介绍， 逸仙乳腺肿瘤医
院的总部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
念医院的南院区，另外，在花都
院区开设分院。 医院下设乳腺
外科、 乳腺内科、 乳腺诊断专
科、乳腺整形外科、乳腺放疗专
科、树华乳腺癌研究中心、肿瘤
内分泌科、肿瘤心血管科、肿瘤
心理支持和咨询科、 肿瘤生殖
科、肿瘤康复科等 11 个临床专
科和研究机构， 是国内多学科
团队配置最完整的乳腺肿瘤诊
疗综合体。

医院目前的规模虽然不
大，但是专科设置却十分强劲。
据记者了解， 医院在原有乳腺
中心 5 个专科的基础上， 增设
了心血管、内分泌、康复、妇科、
生殖及精神心理等 6 个专科。
同时，还增加了 150 张床位，达
到了约 300 张床位。 目前医院
有医生 40 多人，护理及随访人
员有 120 人左右， 近期将会增
加至 250-300 医护人员。 预计
每年接诊超过 2500 例乳腺癌
患者。

国内首个公立乳腺专科医院挂牌成立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将打造乳腺肿瘤专科医院发展的新模板

来源/广州市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

今天上午，逸仙乳腺肿瘤医院挂牌成立 羊城晚报记者 宋金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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