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策划：刘海陵 林海利
总统筹：孙璇 吴江
统筹：王漫琪 孙晶 赵燕华

【数说】

?生活闻 2020年9月16日/星期三/要闻部主编/责编 郭斌 /美编 张江 /校对 朱晓明要 A5

新闻
下午茶

全全 知
道

圈圈生活

羊城晚报讯 记者孙唯、通
讯员粤考宣报道：广东省教育
考试院15日发布通知，宣布广
东 2021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
考试（简称普通高考）报名工作
定于 2020年 11月 1日-10日
进行。报名时间和 2020高考
报名时间一致。

记 者 梳 理 2021高 考 和
2020高考报名条件时发现，今
年和去年的要求大致相同，其
中有部分规则更加细化。其
中，应届毕业生方面，今年对于
具有广东高中阶段学校连续3
年学籍（时间计算到高考当年
8月31日）并实际就读的考生，
新增要求“且高考报名截止
（2020年 11月 10日）前具有广
东户籍的”。

对于具有广东高中阶段学
校学籍不满 3年的应届毕业
生，考生父母(含父母一方或法
定监护人)为广东户籍，考生取
得广东户籍满1年、学籍满1年
不足3年并实际就读的。即考
生于高三年级开学前（时间统
一截至当年 8月 31日）已将户
籍迁入广东，且高三年级开学
前已具有广东高中阶段学校学
籍并连续实际就读。考生父母
(或法定监护人)均非广东户
籍，但考生取得广东户籍满 2
年、学籍满2年不足3年并实际
就读的。即考生于高二年级开
学前（时间统一截至当年 8月
31日）已将户籍迁入广东,且
高二年级开学前考生已具有广
东高中阶段学校学籍并连续实
际就读。以上考生亦可报名。

往届毕业生方面，对同等
学力考生细化为：户籍迁入广
东满 3年（时间计算到高考当
年8月31日），且在广东参加中
考，高考录取时考生须初中毕
业（含结业）满 3年，并取得广
东高中同等学力证明的。户籍
迁入广东满18个月（时间计算
到高考当年8月31日），高考报
名时初中学校毕业（含结业）满

4年，并取得高中同等学力证
明的。

其余的高考报考条件与去
年一致。不得在广东报名普通
高考的人员条件也与去年保持
一致。此外，省教育考试院提
醒考生，具有广东户籍的应、往
届毕业生，如户籍、学籍（或学
历）条件未达到上述广东普通
高考报名条件的，可以在广东
报名参加普通高考，但只能参
加高职院校（专科）批次录取，
不能参加本科批次录取。学制
少于三年的高中阶段学校，其
应、往届毕业生初中毕业不满
3年的（时间计算到高考当年8
月 31日），可以在广东报名参
加普通高考，但只能参加高职
院校（专科）批次录取，不能参
加本科批次录取。

在报考地点方面，对于应
届生，广东省户籍考生原则上
在学籍所在地（市）报考，也可
以在户籍所在地（市）报考，不
得在其他地市借考。随迁子女
考生原则上在学籍所在地（市）
报考，也可以在父母居住证所
在地（市）报考，不得在其他地
市借考。

往 届 生 方 面 ，去 年 报 名
2020高考时，省教育考试院就
提出2021年高考报名时，广东
户籍的往届生一律回户籍所在
县（市、区）招生办公室报考。
今年对于往届毕业生来说，广
东省户籍考生原则上在户籍所
在地（市）报考，能否在原高中
（含中职、技校）毕业学校所在
地（市）报考，按各地市相关规
定执行，不得在其他地市借
考。随迁子女考生原则上在原
高中（含中职、技校）毕业学校
所在地（市）报考，能否在父母
居住证所在地（市）报考，按各
地市相关规定执行，不得在其
他地市借考。

同等学力人员统一在户籍
所在地（市）报考，不得在其他
地市借考。

羊城晚报讯 记者梁怿韬报
道：又有“台风”在生成中，或在
周末影响广东？15日，中央气象
台将菲律宾以西近海的一个热带
扰动升格为热带低压。按目前预
报路径，该热带低压登陆广东的
机会虽然不大，但其外围环流结
合冷空气可能会在周末为广东带
来风雨天气。

这一热带低压预计在今日加
强至热带风暴强度——按现有台
风命名规则或会被命名为“红
霞”——在18日加强至强热带风
暴强度。

尽管预计该热带低压不会登
陆广东，但其外围环流及弱冷空
气，可能在本周末至下周初为广
东带来风雨天气。气象预报，18
日起粤西、珠三角、粤东有大雨
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中雷雨局
部暴雨，雷雨时部分市县伴有 8
级至9级短时大风。广州市有中
到大雨局部暴雨。

台风红霞今日或生成
周末为广东再送大雨

羊城晚报讯 记者陈辉，通讯
员秦新立、黄晓桥报道：近两年，
一种新型的洗衣产品“洗衣凝珠”
出现。因使用方便、清洁力强而
备受市民欢迎。不过，这种颜色
鲜艳、手感像果冻的凝珠，对儿童
也极具“吸引力”——近两年来多
地出现幼童误吞洗衣凝珠险丧命
的事件。近日，南方医科大学第
五附属医院就接诊了一位误吃洗
衣凝珠的2岁男童，所幸经过抢
救孩子已脱离生命危险。

孩子误食陷入昏迷
回忆起当时情形，南方医科

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儿童重症医
学科沈玉才主任至今心有余
悸。8月22日傍晚，从化一家卫
生院紧急送来一名2岁幼童，当
时孩子已陷昏迷，呼吸急促、口
唇发紫。

孩子平时由老人照看，当天
在家玩耍时，被颜色鲜艳的“洗
衣凝珠”吸引，当做糖果塞进了
嘴里。随后，孩子开始出现呛
咳，伴随呼吸困难、呻吟。家人
发现后立刻进行抠喉催吐，并将
孩子送至附近卫生院洗胃。经
处理后孩子仍呼吸困难，神志逐
渐开始模糊，于是紧急转送到南
医五院儿科急诊科就诊。

沈玉才主任介绍，他们立刻
给孩子进行了无创呼吸机辅助改
善呼吸、洗胃清除残余物质、护
胃、防治感染、补液支持等治疗。
所幸，孩子吃进去的“洗衣凝珠”
不多，没有酿成更严重后果，经过
及时处理脱离了生命危险。

多地发生类似事件
“洗衣凝珠”为什么会引起

如此大的伤害？据了解，“洗衣

凝珠”是一种高浓缩洗涤剂，主
要成分是一些表面活性剂、稳定
剂、中性剂、衣物增鲜剂等，可造
成消化道及气道黏膜损伤，甚至
引起黏膜坏死。如果孩子误食
会导致呕吐或者咳嗽，严重的还
会出现昏迷、抽搐、肺水肿、窒息
等并发症。

记者检索发现，近一两年国
内多地发生类似误食事件。今
年4月，惠阳一位3岁幼童误吞
洗衣凝珠，家人发现后马上送往
医院洗胃治疗；7月，德州市人
民医院收治了一名 7个月大女
婴，误食洗衣凝珠引起了肝功能
损害、心肌损害、呼吸性酸中毒；
同一个月，威海市妇幼保健院也
收治了一名误食洗衣凝珠的 1
岁大幼童……

为何误食洗衣凝珠事件频
发？洗衣凝珠外观颜色鲜艳，酷
似果冻，外皮遇水即化，极易被

婴幼儿误食。另外，洗衣凝珠的
包装设计或许也暗藏隐患。记
者注意到，市场上销售的洗衣凝
珠品牌众多，有的品牌在包装设
计上有“防儿童开启”的安全装
置，而有的品牌则没有，幼童可
以轻易打开。记者了解到，南医
五院收治的这名 2岁男童误食
的洗衣凝珠，其包装盒上就没有
类似设计。

误吞别用抠喉催吐
沈玉才主任提醒，发现儿童

误吞异物或有毒有害物质时，不
要盲目刺激儿童咽部催吐，以免
对孩子造成二次伤害，造成喉部
损伤、误吸。一定要及时就医，
以免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另外，
就诊同时最好将儿童误食的同
类物品和药品一起带上，供医生
辨别，方便及时处理。

羊 城 晚 报 讯 记 者 唐 珩、
通讯员徐光光报道：国庆中秋
长假临近，游客出游热情日益
高 涨 。 15日 ，羊 城 晚 报 记 者
了解到，截至 14日，十一假期
国内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去
年同期水平。有业内人士表
示，按此态势十一假期国内民
航旅客量同比或将增长 10%，
将创下十一黄金周设立以来
新高。

面 对 今 年 的 最 后 一 个 长
假，很多市民早已按捺不住一
颗渴望飞翔的心，提前准备好
出行计划。据悉，目前国庆中
秋长假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去

年同期水平。
去哪儿网大数据研究院院

长兰翔表示，10日国内航线离
港旅客量已达151万人次，超过
去年同期水平。初步预计，今年
十一假期国内民航旅客量同比
将增长10%左右，运送旅客超过
1500万人次，创下十一黄金周
设立以来的新高。

据介绍，去年国庆出游订票
高峰在9月20日之后，今年国庆
的订票高峰期则提前了一周。
结合去哪儿网国庆机票预订数
据来看，多条热门航线平均支付
价格低于去年，北京出发旅客多
前往成都、深圳、广州和上海，其

中北京-成都的平均支付价格为
1028元，同比下降 14%；北京-
广州的平均支付价格为857元，
同比下降26%；北京-上海的平
均支付价格为597元，同比下降
24%，而上海-北京的平均支付
价 格 则 为 547元 ，同 比 下 降
36%。

面对难得的“超长假期”，
很多人选择去大西北或者西南
撒欢。其中新疆旅游热度不断
增长。数据显示，十一期间广
州-乌鲁木齐、深圳-乌鲁木齐
平均支付价格分别为 2324元
和 2310元，较去年增长 12%和
11%。

国庆中秋假期国内出游订票高峰提前来到，机票预售量已超去年同期

国内旅客量或创 历史新高

广东援企助企出硬招，上半年累计新增减税降费1206亿元

羊城晚报记者 莫谨榕 通讯员 岳瑞轩 杨锐轩

“税力量”转化成“稳力量”
助力企业掌控住“生命线”

在广东韶关市一家外贸公司的生产车间内，工人正开
足马力赶制订单。“7月订单同比增长了40%，主要是公司
生产的微型马达实现量产，订单出现了爆发式增长。”公
司业务部部长唐泽洪对记者表示，新订单让企业业绩大幅
回暖。

唐泽洪说，就在几个月前，公司还面临订单被取消、原
材料无法供应、资金短缺等一系列挑战。“我们分析了国内
外形势，瞄准了索尼PS5游戏机和一种新型血液分析机马
达的商机。”他说，游戏机马达要实现量产、新型血液分析
机马达需要研发，短期内都需要大量资金，资金链成为企
业必须稳住的“生命线”。一筹莫展之际，一笔退税款帮了
大忙。疫情期间，韶关税务部门为外贸企业量身定做《税
费优惠政策一本通》。“税务管家”发现，该企业有一笔500
多万元的退税没有申请。经了解，原来是企业退税资料还
没准备齐全。“税务管家”第一时间联系企业，开辟绿色通
道，“容缺受理”退税资料，500多万元的退税款不到24小
时就到账了。

“这笔钱缓解了燃眉之急，助我们顺利攻克了技术
难关，研发的新型马达已通过新品测试，目前正在做欧
盟认证备案，预计 10月份将实现量产。”该外贸公司财
务部长林先生表示，今年上半年，企业还享受了社保费
阶段性减免、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出口退（免）税共计
1000多万元。

据统计，1-7月，韶关市税务部门为100多户出口企
业办理出口退（免）税6.57亿元，广东地区（不含深圳市）
累计办理出口退（免）税1590.16亿元，大大缓解了企业资
金压力。税收优惠政策不仅帮助一大批企业牢牢稳住生
产经营的“生命线”，更为其转型升级赢得空间。

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之外，多措并举升级
税收服务，大力优化营商环境，也是助力企
业稳规模、提质量、增信心的重要途径。记
者近日走访了解到，近期广州税收服务升级
步伐加快，成为助力辖区企业转型升级的

“催化剂”。
广州番禺某中小企业负责人刘新晖日

前在番禺区政务服务中心发现了一个新设
备，外形像公共电话亭，里面有台电脑和两
个屏幕。刘新晖通过手机微信扫码入内
后，屏幕上立刻出现一个远程坐席提供实
时办税服务，刘新晖在指导下顺利办理了
纳税申报等业务。这个“硬核”设备就是由
地方政府牵头引入布点、税务部门先行试
点应用的“5G+VR政务晓屋”（下称“晓
屋”）。

据悉，首个“晓屋”5月亮相番禺小谷围
街政务服务中心。目前，广州已有13台“晓

屋”布点。截至8月底，可实现税务咨询类、
辅导类、办理类业务 280多项，还纳入了工
商、人社、住建等部门的业务。

“这个小屋子就是一个微型办税大厅
……太方便了。”刘新晖告诉记者，对于电
子税务局上线的一些新业务，网上操作往往
不熟悉，来办税大厅又太麻烦，如果以后“晓
屋”全面推开，有更多的政府部门进驻，在家
附近就能把税务、工商、社保等业务一起办
了，办事便利度大大提升。

“‘晓屋’利用5G、物联网、云计算等技
术手段，将网上办理和现场办理两种方式结
合，纳税人和税务人员即时连线、远程互动、
现场确认，形成‘手机预约-扫码开门-上传
资料-云上审批-小程序反馈-直接出件’的
新办税模式。”广州市番禺区税务局第一税
务所的肖云飞介绍，“预计到2021年6月底，
将在区内布置百余间‘晓屋’。”

从化是广州农业主产区和“菜篮子”基
地。仅 2019年，从化供给港澳的蔬菜、荔
枝、鸡蛋等优质农产品就超过8000吨。

如今，分散种植在偏远大山里的青梅、
三华李、竹笋、沙糖桔等绿色名优农产品有
了新的销售方式：农户将农货销售给驻村的
电商服务站，再由电商服务站通过直播电商
或者现场购买的方式对外销售。这些农产
品从农田“直奔”餐桌的过程中，当地税务部
门也贡献了重要力量。

羊城晚报记者从从化区税务局了解到，
该局向全区60个村级电商服务站推广区块
链电子发票，农民的用票成本更低了，销售
经营更加规范，日子越过越红火。
从化吕田曹瑶顶电子商务服务部负责人罗
霆对此深有感触。罗霆在这里已经经营 4
年，生意越来越红火，2019年营业额有将近
百万元。但说起过往去办理发票业务，他直

言“太折腾”了。
“到最近的良口税务所去来回要80多公

里，我们这里的公交车一天才 4趟，中间还
要转车。”罗霆告诉记者，办理一次发票业
务，需要耗费一整天的时间，服务部也要歇
业一天。

广州税务部门推出的区块链电子发票解
决了他的难题。罗霆操起手机向记者演示，在
发票开具页面，填写该笔交易信息，然后一键
提交开票申请，“客人手机上就已经收到发票
了。”罗霆说，整个开票过程不到1分钟。

“有了区块链电子发票助力，更多本地
名优农产品进城销售，有利于提升品牌口
碑。”广州市从化区农村电子商务行业协会
秘书长潘启安表示。如今，越来越多农户、
农企享受“区块链”新技术带来的便捷与高
效，优质税收服务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
的新动能。

减税降费政策直达市场主体，是最有
效且最普惠的援企助企政策之一。今年上
半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累计新增减税
降费 1206亿元，政策红利为企业减下负
担、砥砺前行增添了底气。

记者走访发现，疫情给广东企业带来
的压力较多体现在资金链上，而减税降费
的红利直接疏解了企业资金压力。不少企
业拿到税收优惠后，用于支付员工薪酬、补
充经营资金，或用于生产线改造、技术研
发，实现转产转型。“税力量”在实际落地中
转化为“稳力量”，既稳定了企业经营，更稳
定了职工就业，稳定了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市场主体能不能实实在在受益，打通
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至关重要。疫情以
来，广东税务部门的创新步伐明显加快。
比如，推出“税务九条”支持稳就业保就业；
出台稳外贸“税务8条”激发外贸活力；大
力发展“非接触式”办税，让纳税人安心返
岗复工……与此同时，广东税务部门大力
推进“非接触式”便利办税，电子税务局系
统不断升级优化，大大节约了纳税人的时
间成本，让企业轻装上阵、稳步发展。

误吃误吃““洗衣凝珠洗衣凝珠””
22岁幼童险丧命岁幼童险丧命

一笔退税款稳住“商机”
税惠支撑资金“生命线”

A广东是我国经济最
具活力和潜力的区域之
一，也是全国经济发展
的“先行军”。年初疫情
以来，广东聚焦各类市
场主体发展，全面落实
减税降费政策，着力优
化税收营商环境，稳外
贸、稳就业、保市场主
体，扎实做好经济大省
的“六稳”“六保”工作。
上半年，广东地区（不含
深圳）累计新增减税降
费1206亿元。

近日，羊城晚报记
者走访广东多家企业发
现，在各项税收惠企援
企措施的作用下，企业
稳产达产加速推进，不
断激发新动能，“税力
量”已转化成稳企稳岗
的“稳力量”。

5G+VR“晓屋”便利办税 促营商环境加速优化B

一张发票稳住“菜篮子”税务创新助兴村惠农C

●今年上半年，广东税务部门依法核
准延期缴纳税款6500余户，核准延期缴纳
税款约270亿元，已为89.9万户企业延缴社
保费218.4亿元。

●上半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累计
新增减税降费1206亿元，其中，今年出台的
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税费优惠政
策新增减税降费761亿元，去年年中出台政
策在今年翘尾新增减税降费445亿元。

【记者观察】

减下税费、加上信心
换来稳岗“乘数效应”

民航局运输司副司长靳军
号 15日在民航局例行发布会上
表示，为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
的决定性作用，民航局近日下发
了《关于 2020/21年冬春航季国
内航线航班评审相关工作的通
知》，调整放宽了部分国内航线
航班准入政策。一是放开核准
航段每周最大航班量限制。核

准航线是指涉及北京、上海、广
州机场之间及其连接部分国内
繁忙机场的客运航线，目前共49
条。二是放宽涉及“北上广”三
大机场支线航线准入限制。调
整后，2019年旅客吞吐量在 100
万至200万人次之间的32个机场
至“北上广”航线，将不受通航点
数量的准入门槛限制。（新华社）

民航局调整国内航线航班准入政策
放宽“北上广”三大机场

支线航线准入限制

相关
新闻

多地频发类似事件，建议包装加“防儿童开启设计”
可怕可怕！！

洗衣凝珠色彩斑斓洗衣凝珠色彩斑斓，，容易引起小容易引起小
朋友的兴趣朋友的兴趣 人民视觉供图人民视觉供图

税务部门工作人员指导纳税人使用区块链电子发票税务部门工作人员指导纳税人使用区块链电子发票 莫谨榕莫谨榕 摄摄

国庆节
黄金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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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条件与去年大致相同，部分规则更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