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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谈巷议
□阅尽

近日，广州地铁10号线署前路站建设及征迁引发
市民热议。关注几乎是全方位的，从征迁补偿到拆迁
范围的建筑保护，从站点设置合理性再到减少拆迁范
围等，可谓无所不包。地铁方面最新回应称，将博采众
议再定方案。

一个地铁站的征迁方案，引发如此强烈的关注，实
不多见。这既凸显地铁建设对城市的重要性，也表明
市民对城市发展的主人翁意识日益增强，希望更深程
度的参与和介入。有关方面也表现出良性互动的善
意，从初期认为“现有征迁方案或是最优选择”到“博
采众议再定方案”，表明市民的建言引起了重视，未来
或对原方案作出完善。

在千年古都羊城修建地铁确非易事，地铁每延伸
一米或将牵涉诸多掣肘。拆迁、客流量、地质构造、文
物保护等，稍有不慎都可能牵动各方利益。在城市建
设发展中，人们习惯了大拆大建。然一座有着两千年历
史文化积淀的城市，任何大兴土木都可能影响到千年文
脉的存续。因此，地铁设计施工方理应抱持“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的理念，优中选优，以对城市最小的影响换取
最佳的实效。

由于关注视角的差异，设计施工与市民各方意见
相左实属正常。市民虽欠缺专业知识，但其所提意见
的合理性绝不容忽视。发展地铁是为了城市的美好生
活，而市民恰是美好蓝图的一分子，最懂得现实的需求
与缺憾。因此，越是专业性强的建设越应听取和重视
市民意见，这样方可避免走弯路。

地铁站征迁方案
受热议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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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新闻管家管家
知今日天下

看新闻管家

海南省委常委、
三亚市委书记

童道驰被查
海南省委常委、三亚市委

书记童道驰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焕坤报
道：记者昨日从广州市海珠区住房
和建设局获悉，客村立交大修工程
主体提前完工，第三层转盘11月1
日23时起开放。

1989年11月竣工通车的客村
立交位于广州海珠区广州大道与

新港路交汇处，跨越广州大道、
新港路，该桥为四层转盘式立交
桥，其中，第三层为圆环式转盘
及多条匝道组成的车行桥。由
于桥梁使用年限过长，交通运输
量增加，动荷载过大，今年 2月 1
日，海珠区推进客村立交大修工

程建设。
客村立交大修工程建设规模

约 18459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
包括桥面维修、上部和下部结构
维修和加固、第二层和第三层桥
底增设限高龙门架。由于客村
立交为广州大道重要交通枢纽

之一，工程分两个阶段实施施工
封闭，其中第一阶段施工已于今
年 5月 1日完成，第二阶段施工
原计划 11月 30日完成，现提前
30天完成主体工程施工，于 11
月 1日 23时起恢复开放第三层
转盘的交通。

大修工程主体提前完工

广州客村立交第三层转盘恢复通行

据新华社电 记 者
11月1日从国家税务总
局了解到，前三季度，全
国新增减税降费累计达
20924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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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59亿元。

税收数据显示，工
业经济稳步恢复，民营
经济持续领跑，外贸企
业态势良好，居民消费
复苏向好。减税降费政
策 减 轻 了 企 业 税 费 负
担，支撑经济快速恢复。

据介绍，前三季度，

全国新办理税种认定、
发票领用、申报纳税等
涉 税 事 项 的 纳 税 人 数
量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7.5%，其中，三季度同
比增长 26%，比二季度
增 速 提 高 18.9个 百 分
点 。 随 着 减 税 降 费 等
一 系 列 助 企 纾 困 政 策
落地见效，各类市场主
体活力稳步恢复。

税收数据显示，前三
季度，全国出口企业内
销收入同比增长 7.7%，
出口企业内销市场份额
由1月份的12.2%提升至
9月份的13.8%。

全国前三季度
新增减税降费
超2万亿元

广州一对艺术家夫妇与神经
康复专家跨界合作

用艺术唤醒植物人

美国多地采取措施
防范选举引发动荡

英国首相宣布
英格兰“封城”一个月

详见A7

花莞高速正式通车
记者从中国铁建股份有

限公司获悉，由中铁十八局集
团参建的粤港澳大湾区又一
条高速公路——花都至东莞
高速公路1日正式通车。

花莞高速公路是华南地区
首条城区绿色公路。路线全长约
65.18公里，设计时速100公里。

花莞高速公路通车后，将
有效缓解广州白云机场高速、
北二环高速交通压力，更好满
足机场客流需求。同时，该高
速公路将串联起白云机场、广
州空港经济区和东莞市等重
要节点。

羊城晚报讯 近日，“粤商通”
APP注册市场主体超300万。作为
广东省涉企移动政务服务平台，“粤
商通”自去年8月上线以来，将分散
复杂的涉企政务服务向移动化和简
便化整合，大力重构企业服务新生
态。目前，“粤商通”已上线服务
803项，集成146类个人和企业电子
证照，实现企业办事“一站式”“免
证办”和“营商通”。

“通过‘粤商通’，企业只要一两
天就能拿到营业执照，而且全程网
上办，不用跑到办事大厅。”东莞市

常平锐骋企业管理服务中心业务主
管陈金融说。

“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
就 能 更 加 聚 精 会 神 搞 创 新 谋 发
展。”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政
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局长杨鹏飞介
绍，“粤商通”已构建涵盖办业务、
找政策、提诉求、筹资金、拓商机、
招人才和粤商码等的综合功能体
系，将持续以数字赋能和需求引
领创新，释放更多看得见、摸得着
的涉企政务服务效能，从而增强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促

进内外循环更加顺畅。
近期召开的全国深化“放管服”

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强
调，要建立健全常态化政企沟通机
制，对企业诉求“接诉即办”。记者
从省政数局获悉，广东打造“粤商
通”中小企业诉求响应平台，利用数
字技术打通建立全省市场主体与
400多个政府机构的24小时有效联
系机制。截至 10月 23日，广东省
已有61411家企业在该平台注册并
累计提出诉求5545个，其中99%获
得处理。

“‘粤商通’的突出重点是服务，
旨在突破‘放管服’改革最终的

‘服’这一关。”广东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二级巡视员吕国文表示，这将
推动形成更互惠互利的政企关系，
政府政策能及时触及企业，企业合
理诉求能顺畅告知政府，并获得服
务和帮助，政府也能通过不断问计
于民优化治理。

数据显示，目前“粤商通”日增
注册用户超过 7万，随着该平台功
能不断完善，预计年底注册市场主
体将超过500万。

“粤商通”上线一年多
注册市场主体超300万

从警30年的他
用毕生精力守护这座城

深交所今起施行
可转债临停新规

深交所近日发文完善可
转换公司债券盘中临时停牌制
度，新规则于11月2日起施行。

根据调整后的临停制度，
无价格涨跌幅限制的可转换
公司债券竞价交易出现下列
情形的，深交所可以对其实施
盘中临时停牌措施：一是盘中
成交价较前收盘价首次上涨
或下跌达到或超过20%的，临
时停牌时间为 30分钟；二是
盘中成交价较前收盘价首次
上涨或下跌达到或超过 30%
的，临时停牌至14：57。

此前，按照深交所今年 5
月 22日发布的《关于对可转
换公司债券实施盘中临时停
牌有关事项的通知》，单次临
停持续时间为30分钟。此次
调整后，涨跌幅达到30%则直
接临停至14：57。

今早今早，，第三层转盘已恢复通行的客村立交第三层转盘已恢复通行的客村立交 羊城晚报记者羊城晚报记者 宋金峪宋金峪 摄摄

羊城晚报讯 记者王丹阳、孙晶
报道：11月2日下午，中共广州市委
统战部、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广
州市工商业联合会将举行大会，表
扬一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优秀民营
企业和优秀商协会，包括优秀民营
企业 80家（重大贡献 10家、重要贡
献20家、突出贡献50家）、优秀商协
会20家。

据介绍，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一大批有责任、有担当、有实力、
有成效的民营企业主动响应党和政
府的号召，积极投身和参与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在慈善捐赠、物资
供应、科研攻关、复工复产、志愿服
务等方面为广州市疫情防控工作作
出了突出贡献，彰显了民营企业精
神活力和责任担当。

其中，立白集团、和祥贸易、星
河湾、长隆集团、香雪制药、时代控
股、华多网络、唯品会、金域医学、霍
英东基金为有重大贡献的10家民营
企业。

以立白集团为例，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后，作为民族日化企业，在国
家和社会有需要时，立白集团第一

时间挺身而出，向全国363座城市的
2000多家定点收治医院捐赠2亿元
消毒除菌产品，并花费1000万元自
行配送。这是疫情中，中国红十字
会总会收到的最大一笔抗疫捐赠。
截至 2月 21日的数据显示，广州市
工商联系统会员企业共捐款捐物5.5
亿元，其中立白集团占36%。

金域医学则依托自身检测技
术、检验能力和物流网络等专业
优势，承接湖北武汉雷神山医院
等关键区域的病毒检测重任，成
为当地核酸检测的主力军。金域

医学还随广东医疗队支援湖北荆
州，创下 24小时内构建核酸检测
能力的纪录。截至 10月下旬，金
域医学已在 30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展核
酸检测。全集团累计新冠核酸检
测超 2500万人份，约占全国核酸
检测总量的十分之一。

中共广州市委统战部、广州市
工业和信息化局、广州市工商业联
合会希望广州广大民营企业和商协
会组织以受表扬单位为榜样，坚决
拥护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进一步

弘扬民营企业家的优良传统和企业
家精神，争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
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为广州
市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
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作出突出贡献，彰显民企“精气神”

穗80家民企20家商协会受表扬

广州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优秀民企和优秀商协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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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服务 803项，
集成146类个人和企业
电子证照

广州市公安局政
治部主任李世全因公
牺牲，连续奋战的他
倒在重阳安保现场

因接触新冠感染者
谭德塞自我隔离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
德塞11月1日晚宣布自我隔
离，原因是他接触了新冠病
毒感染者，不过他目前自我
感觉“良好”。

谭德塞在社交媒体上说，
他被确定为“某名新冠病毒检
测呈阳性的人”的接触者，“我
感觉良好，没有任何症状，但
今后数天将依据世卫组织建
议自我隔离、在家工作”。

他强调，遵守防疫规定
“至关重要”，这样做能够“打
破新冠病毒传播链、遏制病
毒（传 播）、保 护 卫 生 系
统”。

（均据新华社）

今天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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