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17日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自
2021年6月1日起施行。

给孩子们一个更安全、更温
馨的成长环境，是全社会的共同
心愿。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有哪些亮点？将如何进一步织密
法治之网、筑牢法律基石，提升未
成年人保护法治化水平？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对
监护人的监护职责作出全面规
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应当为未成年人提供生活、
健康、安全等方面的保障，关注未
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
需求，保障未成年人休息、娱乐和
体育锻炼的时间等。

随着人口流动速度的加快，
“留守儿童”群体规模也在不断加
大。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对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因外出务工
等原因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完全履
行监护职责的，要求其委托具有
照护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代为照护；无正当理由的，不得委
托他人代为照护。

监护人将未成年人“一托了
之”怎么办？新修订的未成年人
保护法明确，确定被委托人时要

“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未成年人
的意见”，并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
或其他监护人要与未成年人、被
委托人至少每周联系和交流一
次，了解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
心理等情况，并给予未成年人亲
情关爱。

北京师范大学未成年人检察
研究中心教授宋英辉说，此规定
将避免实践中监护人因外出务工
等原因导致监护实际缺位的问
题，保障未成年人的安全、健康、
教育等。

伴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
孩子们在尽情遨游互联网海洋的
同时，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网络
安全风险。网络沉迷、网络欺凌、
网络色情等问题频发，如何保障
和引导未成年人安全、合理使用
网络？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专
门增设“网络保护”一章。针对未
成年人沉迷网络等问题，新修订
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作出规定：网

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
年人提供诱导其沉迷的产品和服
务。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
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
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
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
消费管理等功能。

在应对网络欺凌方面，新修
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作出规定，
遭受网络欺凌的未成年人及其父
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有权通知网络
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
链接等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
到通知后，应当及时采取必要的
措施制止网络欺凌行为，防止信
息扩散。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
法室主任郭林茂表示，新修订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从政府、学校、家
庭、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同
主体出发，对网络素养教育、网络
信息内容管理、个人信息保护、网
络沉迷预防和网络欺凌防治等内
容作了规定，力图实现对未成年
人的线上线下全方位保护。

现实生活中，一些未成年人
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但出于恐惧

等原因不敢报告。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明确了相关组织和个人的报告
义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发
现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或
者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情
形，都有权劝阻、制止或者向公
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提出
检举、控告。

“这是从强制报告的角度，进
一步解决‘发现难’的问题。”北
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
任佟丽华说。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在
社会保护方面的另一大亮点，是
强化了住宿经营者保护未成年人
的责任，要求旅馆、宾馆、酒店等
住宿经营者接待未成年人入住，
或者接待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共同
入住时，应当询问父母或者其他
监护人的联系方式、入住人员的
身份关系等有关情况；发现有违
法犯罪嫌疑的，应当立即向公安
机关报告，并及时联系未成年人
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
究会会长姚建龙表示，该条款是未
成年人保护共同责任原则的体现，
今后在条款落实上，可参照网吧管
理模式，要求住宿经营者设置警示
标志、严格年龄核实义务等。

针对未成年人性侵害及性骚扰
案件，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
确，对性侵害、性骚扰未成年人等违
法犯罪行为，学校、幼儿园不得隐瞒，
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
门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此外，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
护法还要求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
单位招聘工作人员时，应当向公
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查询应聘者
是否具有性侵害、虐待、拐卖、暴
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记录；发现其
具有前述行为记录的，不得录用。

“性侵未成年人等犯罪的再犯率
是比较高的。”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
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
苑宁宁说，对于有过这些犯罪记录的
人员，应限制他们从事相关职业。

在防治校园欺凌问题上，新
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学
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
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开展防治
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
学生欺凌行为应当立即制止，通
知实施欺凌和被欺凌未成年学生
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参与欺凌
行为的认定和处理。(新华社)

国家扶贫日?决战脱贫攻坚

羊城晚报讯 17日，2020年
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奖名单公
布。根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
小组关于表彰2020年全国脱贫
攻坚奖的决定》（下称《决定》），
五大奖项分别授予99人、49个
单位，其中广东有三名个人和一
个单位获奖。

广东省英德市连江口镇连
樟村村民陆奕和被授予“全国脱
贫攻坚奖奋进奖”。陆奕和由于
家中劳动力缺少、孩子在外就学
等原因，收入微薄，2016年被识
别为精准贫困户。受到帮扶以
来，他结合自己家庭情况，努力
上进，逐渐放下自卑心理，产生
了不服输的劲头，激发出强烈的
内生发展动力，积极参加培训提
升专业素质和技能水平，通过勤
劳努力成为脱贫能手。

星河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黄文仔、中国平安保险（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明哲荣
获“全国脱贫攻坚奖奉献奖”。
黄文仔带领星河湾集团，积极投

身扶贫公益事业，累计捐资 10
多亿元，整体帮扶的从化狮象村
被评为精准脱贫典型，精心打造
的荔枝蜜公园成为乡村振兴名
片，捐资重建的汶川第一小学获
国家优质工程奖。马明哲带领
中国平安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
脱贫攻坚的决策部署，聚焦重点
贫困地区产业、健康、教育三大
领域，自 2018年启动了面向村
官、村医、村教三个方向的“三村
工程”。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省扶贫
办）扶贫协作与老区建设处荣获

“ 全 国 脱 贫 攻 坚 奖 组 织 创 新
奖”。该单位推动广东助力广
西、四川、贵州、云南4省（区）14
个市（州）93个贫困县打赢脱贫
攻坚战，2016年以来帮助 4省
（区）71个贫困县摘帽、8663个
贫困村出列、379.2万贫困人口
脱贫，工作成效持续走在全国前
列，为推动东西部扶贫协作长期
制度化发展创造了广东经验、贡
献了广东智慧。

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奖名单出炉

广东三名个人一个单位获奖

?时事闻 2020年10月18日/星期日/要闻部主编/责编 冷爽 钱克锦 /美编 范英兰 /校对 潘丽玲要 A3

羊城晚报讯 记者莫谨榕报
道：受疫情影响，今年广交会移师
网上举办。走进广交会展馆，虽不
见以往人头攒动的采购商，但保障

“云上”广交会顺利运转的程序员
也不少。从参展商到主办方，与会
各方都在积极适应广交会的新变
化，各出新招、实招，让“云上”广交
会办得有特色、出实效。

企业积极开拓内销市场

“今年我们备展跟往年有很
大区别，以前是线下办展会、搭
展台，到现在是线上展厅和直播
间的方式。”参展商广州达意隆
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大区销售
经理刘伟对羊城晚报记者表示，
经历了今年6月“云上”春交会，
达意隆在本届广交会备展参展时
更加从容。

达意隆是一家高速自动化饮

料生产线设备的研发和生产企业，
在本届广交会上展示了PET的吹
瓶机系列、灌装系列一共6大系列
共24款产品。刘伟告诉记者：“从
今年春交会开始，我们就以车轮战
方式进行直播，展示我们的产品和
技术；这届广交会在线上展示产品
和技术的同时，还在各大社交平台
做更多营销推广。”

越来越多参展商重视开拓内
销市场。“今年，我们预计除能跟
往年维持一个相对平稳的出口销
售态势外，还积极响应国内国际
双循环政策，利用线上广交会这
个展示平台，推行‘互联网+’的
营销策略。”刘伟表示，“国内外
厂商乃至任何人都可以浏览我们
新的产品和技术，拓展了传播和
销售渠道。”

多方保障力量助力广交会

参展商与采购商通过线上平
台热烈洽谈、交易，离不开各方
保障力量的保驾护航。记者了解
到，为保障“云上”广交会的电力
供应，南方电网全面制定保供电
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组建了专
业的供电保障团队，每日安排保
供电人员、网络安全防护人员以
及抢修人员，共计1000余人，开
展常态值守。

为了帮助外贸企业便捷办理
出口退税，广州税务部门大力引导
出口企业运用“单一窗口”、电子税
务局等“线上”方式办理退税。

此外，广州海关还推动跨境
电商 B2B出口新政在广交会落
地，助力广交会线上成交货物以

“跨境电商B2B直接出口”“跨境
电商出口海外仓”模式便捷通
关，享受“企业一次登记、一点对
接、便利通关、简化申报、优先查
验”等便利措施。

10月17日是第七个国家扶
贫日。记者从省民政厅了解到，
近年来，针对困难群众的不同需
求，广东各级民政部门实施社会
救助兜底脱贫行动，为低保户、
特困人员等困难群众提供精准
帮扶，确保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
漏一户、不落一人。截至目前，
全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有
44.98万户、91.2万人纳入兜底
保障范围。

帮助低保户渡过难关
“感谢党的政策，帮我渡过

难关。现在我一家四口每月能
领到1104元低保金。村委会干
部、镇民政部门和镇村扶贫工作
组还帮我联系银行办理无息贷
款，让我重新养猪，以后的生活
肯定会越来越好。”建档立卡贫
困户施建德说。

施建德是省定贫困村——
湛江市遂溪县界炮镇坦塘村委
会下坦塘村人。2015年，施建
德因给妻子治病而欠下一大笔
债，后又接连经受失去妻子和父
亲的痛苦，生活的种种打击让他
沉默寡言、一蹶不振。

2016年，村委会干部、镇民
政部门和镇村扶贫工作组了解
情况后，一方面对施建德开展心
理疏导，另一方面帮他申请办理
低保，纳入建档立卡精准扶贫
户，为他正在念中学的一对子女
申请了每人每年3000元的助学
金，还为他申请资金进行危房改
造。同时，工作组还联系银行为
他办理无息贷款7.6万元，帮助
他重新养猪。经过几年帮扶，施
建德现在养殖的生猪存栏数已
达70头。他家自2020年6月起
符合退出低保户的条件。

据悉，湛江市是全省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最多的市。2020年
3月起，广东省民政厅开始统筹
湛江市脱贫攻坚督战工作。目
前 已 推 动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10537户25747人全部脱贫、35
个相对贫困村全部出列，全县建
档立卡贫困户100%有稳定收入
来源或最低生活保障。

让特困老人生活有保障
韶关市新丰县丰城街道紫

城村是广东省民政厅定点扶贫
村 ，原 来 有 贫 困 户 43户 120
人。2016年 4月起，省民政厅
先后派出两支驻村工作队共 6
名干部在紫城村开展定点扶贫
工作，同时组织三批共 72名厅
青年干部驻村锻炼，累计投入资
金 2100万元，组织开展精准扶
贫项目63个，经过五年帮扶，到
2019年底已完成相对贫困村退
出县级、市级核查，全村43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全部退出，如期完
成脱贫攻坚任务。

这其中包括81岁的紫城村
老人陈其玉。陈其玉无劳动能
力、无生活来源又无法定赡养义
务人。2016年，工作队按照“社
会保障兜底一批”的扶贫政策及
时协助将其纳入特困救助供养范
围。老人家翻开存折仔细盘算：
目前每月固定领取852元特困人
员生活保障金、170元养老保险
金；每年领取1440元计划生育家
庭奖励金、740元由当地民政部
门发放的基本生活保障金；每年
获得1000多元的资产扶贫项目
分红；每年收到省民政厅、慈善机
构、社会组织的慰问物资及慰问
金约4000元；此外，工作队还全
额资助他购买基本医疗保险和

“银龄安康”老人意外伤害险，生
病住院基本全额报销。

工作队将特困人员照料护
理服务工作与社工服务等紧密
结合。除了落实陈其玉的弟媳
为他提供日常照料服务外，工作
队还安排队员每周上门探访老
人，协调解决老人的实际困难，
帮助陈其玉过上了“平日有人照
应，生病有人看护”的生活。

广东社会救助兜底脱贫行动实施以来，
取得应有成效

91.2万人纳入兜底保障范围
羊城晚报记者 符畅 通讯员 莫冠婷 刘钢

羊城晚报讯 记者梁栩豪，
通讯员李欣、孙国栋报道：在第
七个国家扶贫日、第二十八个国
际消除贫困日来临之际，广州市
黄埔区、广州市开发区举办“铁
军答卷人开讲啦”第四期暨脱贫
攻坚专场活动，邀请奋斗在清远
市阳山县精准扶贫、贵州省黔南
州东西部扶贫协作以及对口支
援西藏、新疆等扶贫第一线的黄
埔扶贫干部分享扶贫故事。

“当我走在村舍间，看到一
户户基本上是无劳动能力的老
人家，经核实并填报省扶贫系
统，了解到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共 60户 146人，当时我的心头
像坠了大石一般沉重。”活动现
场，黄埔区驻清远市阳山县青莲
镇江佐村第一书记宋中华讲述
了自己初到江佐村时的场景。
宋中华从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村
集体经济发展、推进扶贫产业项
目、解决民生项目等方面着手开
展扶贫工作。到今年6月，江佐
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年收入
由 3150元 提 高 到 18600元 ，
100%达到脱贫标准。

“贵州天无三日晴，酸汤就
是贵州人的凉茶。建议大家可
以上‘京东黄埔扶贫馆’购买三
都的水家红酸，没有添加剂，非

常好！”南岗街党工委委员、挂任
贵州省黔南州三都水族自治县
县委常委、副县长的姚锐淇讲起
自己的扶贫经历时，还不忘现场
带货贵州扶贫特产。

“苏院长，自从您来后，医院
的业务开展越来越好。您给我
们带来了新的技术，对年轻人倾
囊相授，对大家就像亲人一样。”
一段来自独山县人民医院医护
人员的视频，还原了广州开发区
医院团委副书记苏达永在挂任
贵州省黔南州独山县人民医院
副院长后，为当地健康扶贫事业
的奉献历程。“通过一年来的帮
扶工作，我深刻理解了国家扶贫
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
难性。”苏达永说。

据悉，自2016年以来，黄埔
区、广州开发区承担了黔南州、
清远市阳山县和佛冈县、新疆
疏附县、西藏波密县、三峡库区
以及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等地区
的帮扶合作工作任务。如今，
帮扶的阳山县在册建档立卡贫
困户 3101户 7388人已达到脱
贫出列标准。黔南州独山县、
三都县顺利退出贫困县序列，
三都县提前一年脱贫摘帽。今
年对口支援新疆、西藏各项指
标任务均已完成。

羊城晚报讯 记者赵映光、蚁
璐雅，通讯员付嵘、卞文洁摄影报
道：17日上午，中建安装南方分
公司汕头大学东校区暨亚青会场
馆（一期）工程项目劳动竞赛暨

“三号联创”活动启动仪式在汕头
亚青会场馆项目施工现场举行。
中建安装集团党委副书记、纪委
书记、工会主席陈德峰，汕头市总
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黄常
新，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南方
分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韩宝
君等领导嘉宾，以及项目部全体
管理人员和施工代表等300余人
参加了活动。

据悉，该活动以“当好主力军，
大干争先锋，决战亚青会，建功新
时代”为主题，旨在充分调动全体
参赛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立足
岗位争先创优，推进工程品质建
设，掀起比干劲、赛贡献的建设新
高潮，打造安全、优质、高效、廉洁
的精品项目。活动中，与会领导
和嘉宾先后为党员先锋号、工人

先锋号、青年文明号揭牌，并为参
赛队伍授旗，拉开了劳动竞赛暨

“三号联创”活动的序幕。
汕头大学东校区暨亚青会体

育场馆项目是第三届亚洲青年运
动会主场馆，建成后将成为粤东地
区规模最大的体育场馆，同时也是
全面提升汕头市教育发展，推动高
等院校扩大规模、提高质量，打造
区域教育高地的重要举措，预计将
于明年5月31日竣工。

据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南方
公司粤东地区负责人兼汕头亚青会
场馆项目机电安装工程项目经理刘
雨高介绍，项目已进入第二阶段机
电设备安装攻坚阶段，计划2021年
1月20日完成体育场馆机电设备
安装。项目团队将通过劳动竞赛
和“三号联创”这两个载体，把项目
党员、全体管理人员和施工参建队
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一
步调动好、发挥好，以优质工程向
汕头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助力第三届亚青会顺利举办。

据
说
据
说

数

广交云上 互利天下广交云上 互利天下
聚焦第128届广交会

新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明年6月1日起施行

发现未成年人受侵害须立即报案

广州黄埔“铁军答卷人”讲述扶贫故事：

帮助贫困户年收入涨5倍

从参展商到“后勤
保障”力量，各方积极
适应广交会新变化

企业“车轮战”式搞直播
电力海关等部门强助力

汕大东校区暨亚青会场馆（一期）工程项目
开展劳动竞赛

劳动竞赛展风采
施工大干正当时

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
年，广东在物资供应和贸易、流
通领域的发展迈上新台阶。在
应急物资的供应方面，广东全
方位打造现代化应急物资保障
体系，实现了应急物资调得迅
速、送得及时。在大宗物资流
通方面，行业企业全力推进高
质量发展，以创新转型推动新
旧动能转换，为实体经济发展
提供强大动力。

主动为防疫提供物资支持

广东水旱风灾害频发，年
均有 5.3个台风登陆或受其严
重影响，年均发生22场暴雨洪
水，冬春连旱10年5遇，低温冰
冻灾害时有发生。因此，全方
位打造现代化应急物资保障体
系，确保应急物资及时供应，成
了广东应对自然灾害的“必答
题”。

今年 6月“龙舟水”期间，
省应急管理厅先后两次会同省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拨省
级救灾物资驰援肇庆、清远，快
速协同完成救灾物资申请、指
令下达、物资装车及起运等工
作，在 3小时内就将救灾物资
送到受灾群众手中。

集约化、智能化是应急物
资产业的发展方向。今年 5
月，总投资规模达45亿元的广
东省公共卫生应急物资产业园
在广清经济特别合作区正式揭
牌。未来，该项目将打造成“立
足湾区、服务全国、面向全球”
的示范性公共卫生应急物资生

产和储备的智慧生态园区。
今年以来，面对新冠疫情

的暴发，广东在加强防疫物资
储备和供应方面积累了不少经
验。各地应急管理部门主动为
疫情防控“两站一场一港口”、
检疫站点、医疗站点、防疫安置
点等重点区域提供帐篷、棉大
衣、棉被、折叠床、折叠餐桌等
应急物资支持。

大宗商品流通加快转型

近年来，受全球经济增速
预期下调、经贸摩擦、地缘政
治、气候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幅度、
涉及品种有所扩大。面对挑
战，大宗物资流通企业聚焦结
构调整，全力推进高质量发展。

作为大宗生产资料流通的
重点企业，广东省广物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物集
团”）灵活调整经营品种，谨慎
稳控业务风险，着力提升经营
质量，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
445.9亿元，同比调减 3.4%；净
利润5.1亿元，剔除不可比因素

影响，同比增加259%。
广东大宗商品流通由传统

贸易模式向供应链集成服务模
式转型步伐加快。以大宗汽车
贸易和大宗金属贸易为例，5月
28日，广东省商务厅发布《关
于组织企业申请开展二手车出
口业务的通知》，广东旧车公司
入选全国首批二手车出口业务
试点，2019年实际完成二手
车出口数量 568台，位居全国
前列；广物金属集团对接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终端项目需求，
2019年中标终端工程53个，钢
材、水泥及砂石等材料终端销
量同比增长近 40%，贡献利润
约占全年一半。

大宗商品的外贸物流也取
得突破。今年以来，广州的首
列中亚班列、首列中欧班列的
回程班列、首列国际邮包-跨境
电商班列相继抵达。截至9月
6日，广物中欧班列已开行 63
列，同比增长 75%；发运 5866
个标准集装箱，同比增长79%；
发运货重为 2.96万吨，同比增
长91%；货值达2.89亿美元，同
比增长11.3%。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闻，通
讯员黄耀渠、张键怡报道：“感谢
佛山市中医院！”10月 17日，华
南地区首例磁波刀治疗帕金森
病手术在佛山市中医院正式宣
告成功。据悉，此前国内仅有包
括北京301医院在内的两家医院
利用磁波刀技术治疗帕金森病，
佛山市中医院为国内第三家利
用磁波刀技术治疗帕金森病的
医疗机构。

今年 61岁的罗先生患帕金
森病长达8年多，通过了多轮评
估后，他成为此次华南地区首例
磁共振引导下经颅聚焦超声治
疗帕金森病手术的受益者。

10月 17日上午，手术在佛
山市中医院磁波刀治疗中心进
行。磁波刀由磁共振检查和聚
焦超声治疗两部分组成。病人
首先躺在治疗床上，头部固定在
一个类似头盔形状的治疗仪器
上，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随时与
医生交流。

随后，所有准备就绪后，专
家们开始通过清晰的磁共振图
像精准找出位于丘脑腹中间核
直径为 2-3mm的靶点，通过电
脑 规 划 好 治 疗 方 案 后 启 动 手
术。术中，上千束高能超声波在
医生的监视下，犹如一把隐形的
手术刀，穿过颅骨聚焦在靶点上

进行消融，温度达到 56到 57摄
氏度。

每一次靶点消融后，专家们
都会进入治疗室，询问患者情况，
并通过让患者反复握拳等动作，即
场检验效果，再根据病人情况，在
距离靶点前后4mm、左右10mm
的范围内进行微调，以获得更好的
效果。经过三次的重点消融。

两个多小时后，治疗顺利结
束。罗先生微笑着走出MR室，向
众人展示，原本颤抖不已的右手已
经安静下来，并能从容描画出螺旋
曲线、直线以及米字等，与术前画
下的歪歪扭扭的曲线形成鲜明对
比，同时，给杯子倒水也非常稳定。

据介绍，佛山市中医院自
2017年引进华南地区首台磁波
刀治疗系统以来，已率先在子宫
肌瘤、子宫腺肌症治疗上取得了
较好的成效。“头部磁波刀治疗
比体部磁波刀治疗难度更大，通
常超声是不能穿透骨头的，但低
频超声比高频超声通透性好，有
部分还是能穿透颅骨，这项治疗
约有 15%的超声能突破颅骨聚
焦到靶点上实现消融，这就是这
项‘黑科技’的关键所在。”如今，
头部磁波刀的成功治疗，又填补
了华南地区的空白，今后将会惠
及更多帕金森病和特发性震颤
患者。

华南首例！
超声穿颅骨消融靶点
磁波刀治疗帕金森 救灾物资三小时送达

羊城晚报记者 黄婷

硬核保障 ！
广东物资供应和贸易、流通领域发展迈上新台阶

与会的领导嘉宾共同推动启动杆

●大宗汽车贸易方面，全年需
求增速放缓，叠加国五国六切换，经销商

加大清库力度，广物汽贸2019年销量13.96万
台，同比下降3.7%，但优于行业销量同比下滑

9.6%（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的情况。
●完善加工和金融配套服务方面，广物互联在佛山部署

了首个库容8万吨的工业材料供应链服务基地，供应链金融

服务上线3个月支持20家客户获得1.9亿元授信额度。

亮点 筑牢网络“防火墙”
加强监管防止沉迷2

亮点 关爱“留守儿童”
细化监护人职责1

亮点 不做“沉默的羔羊”
强化各方报告义务3

亮点 强化学校“防线”
向性侵和欺凌说不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