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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今 ?广州日

羊城晚报讯 记者许悦摄影报
道：今年以来，传统商都广州市内
的许多专业市场都陆续进行转型
升级改造。11月 12日，广州国际
商品展贸城举行开业庆典，这个位
于番禺化龙的“巨无霸”项目，一期
已建成三个展馆及一栋办公楼共
26.8万平方米建筑物，承接了番禺
沙溪板块日用百货与酒店用品商
户进驻。

广州国际商品展贸城项目是
广东省、广州市重点建设项目，广
东省新十项工程，广东省现代产业
500强项目。广州国际商品展贸城
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建设项目一期
地块，已建成三个展馆及一栋办公
楼共 26.8万平方米建筑物。对于
展贸城的定位，广州商控集团相关
负责人表示，结合广州专业市场转
型升级、数字经济与城市更新、国

际商贸中心城市建设的需要，将着
力把展贸城项目打造成为“粤港澳
大湾区数字展贸基地”和“广州新
商贸创新聚集试验区”。目前项目

一期A1A3馆首二层成功承接沙溪
板块日用百货与酒店用品商户进
驻，首期开业经营面积7万平方米，
聚集商户300多家。

羊城晚报讯 记者蒋隽报道：12日，记者从广州
市教育局获悉，2020年幼儿园中小学招生圆满完
成，1至9月共增加公办幼儿园学位7.23万个；95所
民办小学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数；85所民办初中
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数。同时，发布2021年入学
注意事项。

广州市教育局表示，今年1至9月，广州市共增
加公办幼儿园学位7.23万个。截至9月，广州市幼
儿园小班提供学位约22.07万个，其中普惠性幼儿园
（含公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小班提供学位18.83万
个，占幼儿园小班招生总学位数85.3%。广州市幼
儿园小班在读幼儿19.43万人，其中普惠性幼儿园小
班在园幼儿16.82万人，占比86.5%。

广州市今年出台了规范性文件《广州市教育局
关于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推
进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统筹公办、民办学校同步招
生，实施民办学校招生电脑派位改革。2020年广州
市共291所民办小学（含九年制、十二年制学校）申
报招生计划，其中95所民办小学报名人数超过招生
计划数；共198所民办初中（含完中，九年制、十二年
制学校）申报招生计划，其中85所民办初中报名人
数超过招生计划数。

为便于2021年入学的适龄儿童家长提前做好
相关准备，市教育局发布2021年入学注意事项。

市教育局提醒，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包括在穗
就读的幼儿园大班幼儿、小学六年级学生）如有意向
报读本市民办小学、民办初中，需以本人或父母（或
其他法定监护人）其中一方的《广东省居住证》（或具
同等功能和效力的其他有效证件）地址，或小学毕业
学籍界定属地区。因此，请适龄儿童家长关注本人
及儿童的《广东省居住证》（或《港澳居民居住证》
《台湾居民居住证》等具同等功能和效力的有效证
件）的持有情况，如尚未办理或已过有效期，请及时
到居住证登记办理部门办理（或续签、补证）有关证
件，确保在广州市2021年5月民办小学、民办初中
招生报名期间证件有效。

羊城晚报讯 记者梁怿韬报道：
12日，广州马拉松组委会公布第一
轮报名跑手抽签结果。据悉，没中
签的报名者，也许还有机会在后续
获得广马参赛资格。

今 年 的 广 州 马 拉 松 共 吸 引
76122名跑者报名，竞逐2万个公开
放出的参赛名额。12日10时抽签结
果公布。无论是否中签，记者发现
10时过后均有人将中签结果发到自
己的微信朋友圈中，分享高兴和羡
慕或失落。

“广马成功‘中签’！”12日上午
10时19分，广州市民胡先生在朋友
圈中晒出了广马中签的截图。“能够
中签肯定开心，而且还是在今年这
个特殊的一年。”胡先生告诉记者，
今年的广马相比往年特殊，能够组
织比赛说明广州已从疫情中复苏，
作为能够展现广州复苏的一员他很

幸运。
根据广马组委会以及部分赞助商

的宣传，本次抽签未中签的广马报名
者，仍有机会获得广马参赛名额。12
日12时，广马官网开放了公益慈善参
赛名额报名，参赛者缴纳一定费用，
可争夺300个参赛名额，参赛者所缴
纳款项将用于广马公益活动及慈善
扶贫助学项目。截至12日16时，广
马官网显示该路径“名额已满”。

根据赛事要求，中签者需要在
11月15日（星期日）10时前支付报
名费用，完成相应的报名流程，如未
按期支付将被视为自动放弃本次赛
事参赛资格。如第一轮抽签缴费结
束后有未缴费名额，组委会将进行
第二轮抽签。除了上述两条路径，
记者发现部分广马赛事赞助商，也
放出了参与赞助商营销活动可获得
广马参赛名额的宣传。

公办幼儿园学位
1~9月增7.23万个
市教育局发布2021年入学注意事项

6个桂花岗站傻傻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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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据多家美国媒
体11日测算和统计，民主党在今
年大选中已经赢得保住国会众议
院多数党地位所需席位，而参议
院控制权归属仍存悬念。

媒体数据显示，在众议院选
举中，民主党已获得218个席位，
超过全部435个议席的半数。这
意味着民主党将在新一届众议院
中继续把持控制权。共和党已赢
得 202席。目前还有 15个议席
归属尚不明朗。

今年大选中，国会参议院共
有35个席位改选。目前，已有33
席归属明确，加上双方此前掌控

的席位，共和党人暂时以50席对
48席领先民主党人和独立派人
士。余下2席均来自东南部佐治
亚州，其结果将决定新一届参议
院控制权归属。

据美国媒体测算和统计，截
至 11日，民主党人、前副总统拜
登在总统选举中已获得至少279
张选举人票；现任总统、共和党
人特朗普在最新赢得阿拉斯加州
的 3张选举人票后，已拿下 217
张选举人票；还有个别州胜者未
知。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胜选须赢
取全部538张选举人票中至少半
数以上，即至少270张。

街市
有料到 计量单位：元/公斤

11月12日菜价

来源/广州市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
本地菜心 8.75
本地白菜 6.73
生菜 7.94
西洋菜 8.53
西红柿 9.48
芥兰 11.2
青瓜 7.48
青豆角 11.08
丝瓜 9.75
韭菜 9.5

洋葱 7.31
蒜头 14.38
鲫鱼 24.0
鲈鱼 37.06
冻带鱼 51.0
鱿鱼 48.88
精瘦肉 66.38
排骨 78.75
鲜牛肉 108.2
生宰光鸡 39.0

个公交站年内完成更名

76122名跑者竞逐2万个参赛名额，广马抽签
结果“放榜”

没中签还想跑广马？有机会！
展贸城落户番禺化龙

规范公共汽车站点命
名，记者近日从广州

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五
羊新村站等 34个公共汽
车站点站名即将更名，其
中包括 19对站、6个单边
站点、9个总站。站点更名
工作从 11月 15日开始实
施，12月31日前完成。此
前在征求意见中，市民提
出的多个桂花岗公交站、
五羊邨片区站名均将更改
或统一，避免混淆。

羊城晚报记者 严艺文 “桂花岗站”加注副站名
在公交站点站名更改计划征求

意见时，市交通局提出位于白云区三
元里大道的“桂花岗站①”“桂花岗站
②”“桂花岗站③”，以及位于越秀区
解放路的“桂花岗站①”“桂花岗站
②”“桂花岗站③”站名需要变更，变
更原因为“目前桂花岗站（双向）的站
点分站分别位于三元里大道和解放
路上，易带来混淆。”

这 6个“桂花岗站”将在年内更
名，位于白云区三元里大道的“桂花
岗站”加注副站名。其中，南行方向，
将位于三元里大道的“桂花岗站①”
更改为“三元里大道（桂花岗）站”；北
行方向，将位于三元里大道的“桂花

岗站②”更改为“三元里大道（桂花
岗）站①”，“桂花岗站③”更改为“三
元里大道（桂花岗）站②”。

位于解放路的“桂花岗站”仍保
留原站名，更改同一站点相同行向分
站序号。其中，南行方向，将位于解
放路的“桂花岗站②”更名为“桂花岗
站①”，“桂花岗站③”更名为“桂花岗
站②”；北行方向，将位于解放路的

“桂花岗站①”更改为“桂花岗站”。
由此可见，位于不同区域、不同

道路的“桂花岗站”具有主副站名区
分，更具指向性，方便市民出行查看。

五羊邨片区站名统一
在此次公交站点名称更改计划

中也提到，由于五羊邨片区存在五羊

新城站、五羊新村站、五羊新城总站
等多个站名，易带来混淆。因此，五
羊邨片区的总站和对站命名将进一
步统一。

总站方面，位于寺右新马路的
“五羊新城总站①”更改为“五羊邨总
站①”；位于寺右南一街一巷的“五羊
新城总站②”更改为“五羊邨总站
②”。此外，位于寺右新马路双向的

“五羊新城站”均更改为“五羊邨站”；
位于广州大道中的“五羊新村站”更
改为“广州大桥北（五羊邨）站”，突出
地理位置，提高指引度。

避免与地铁站站名混淆
记者梳理《2020年度公共汽车

站点名称更改一览表》发现，在征求

意见的 30个拟更改站名基础上，还
因“站点距离过近”“易与地铁站站
名混淆”等原因，更名站点数量增加
至34个。

其中，位于海珠区敦和路的“大
塘西总站”“墩和路总站”“墩和（大塘
西）总站”这三个占道总站距离不足
60米，建议统一命名，且站名所用

“墩”字与实际不相符。所以在正式
更名中分别改为“大塘西（敦和）总
站”，以①②③编号区分。

此外，目前东风东路、越秀北路
上均设置了越秀桥站，所以位于越秀
北路的“越秀桥站”更改为“越秀桥
（越秀北路）站”。而为了避免与地铁
六号线的长湴站产生混淆，位于白云
区鹤龙三路的公交站“长湴站”将更
改为“嘉禾长湴站”。

承接沙溪板块日用百货与酒店用品商户进驻

民主党保住众议院多数党地位
美参议院控制权归属存悬念

巨无霸“ ”

展贸城承接了番禺沙溪板块日用百货与酒店用品商户进驻展贸城承接了番禺沙溪板块日用百货与酒店用品商户进驻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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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总统府12日说，9日确诊感染新冠病
毒的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已住院。

一名女发言人告诉路透社记者：“他先回了
家，然后决定住进费奥法尼亚医院，以便严格隔
离、不传染给任何人，那里的环境对患者更好。”
谈到泽连斯基健康状况，她表示“没什么严重情
况”。

泽连斯基9日确认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
性。他领导的政府已有三名高官感染，包括财
政部长、国防部长和一名总统高级助理。

乌克兰每日报告的新增确诊新冠病例从9
月底开始猛增，进入10月、11月后仍高居不下，
促使政府延长部分防疫限制措施至今年年底。

乌内阁11日又通过决议，决定从本周末开
始实施全国性“封城”措施，以求加速遏制疫情
扩散。截至12日，乌克兰累计报告逾50万新冠
确诊病例、9145例死亡病例。

（新华社）

11月 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
宣布炒掉国防部长埃斯珀，任命
全国反恐中心主任米勒为代理国
防部长。

但埃斯珀并不孤独。就在埃
斯珀被解雇的第二天，五角大楼
数名高官突然辞职，包括分管政
策的代理副部长詹姆斯?安德森
等3名国防部官员。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
研究所研究员滕建群认为，埃斯
珀不会是特朗普在总统权力过
渡期最后被解职的官员，一些常

“唱反调”的官员很可能成为下
一目标。

在特朗普发布的“解雇推特”
中，他感谢了埃斯珀在任时所提
供的服务；埃斯珀也礼貌地回应

“接受决定”。然而，两人的分开，
似乎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这么

“体面”。
种种迹象表明，两人之间“积

怨已久”。早在今年8月，彭博社
便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特朗普
曾在私下表示，他考虑在11月大
选之后撤换埃斯珀。

埃斯珀也似乎早有去意。不
久前，美媒曾爆出埃斯珀已准备
好辞职信，试图“体面”地离开。

究其原因，滕建群指出，在白
人警察暴力执法致黑人弗洛伊德
死亡之后，特朗普曾威胁派军队
到各大城市，以平息抗议示威活
动，但遭到了埃斯珀的公开拒绝，
导致两者之间矛盾激化。

当前正处在美国政府即将换
届之时，特朗普政府重要部门突
然急剧“换血”，确实耐人寻味。

在埃斯珀等人去职后，米勒
等特朗普亲信不断被安插进五角
大楼中，这引起了外界的警惕。
美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
民主党人亚当?史密斯10日发表
声明称，国防部此时发生高层人
事变动，十分“危险”。

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甚至直
接批评说，特朗普这是有意在剩
余任期内制造混乱。

一些官员甚至担心，炒掉埃
斯珀或许只是开始，其他激怒了
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高级官员，可
能会成为下一个被炒鱿鱼的对
象。CNN评论称，埃斯珀被解职，
就像“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

对此，滕建群认为，特朗普现
在解职一些人员，是秋后算账，是
发泄、报复行为。埃斯珀不会是
特朗普在政权过渡期最后被解职
的官员。很多人猜测，下一个被
解职的人员可能是联邦调查局局
长克里斯托弗?雷，还有司法部长
威廉?巴尔，因为这些官员在帮特
朗普争取总统连任、控制美国疫
情等方面非常“不给力”，甚至有
时候还会提出一些反对意见。

“解职潮”是否已经来临，目
前尚不明朗。但可以肯定的是，
未来一段时间内，人事巨变的疑
云，将时刻不停地笼罩在特朗普
政府的上空。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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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在美国达拉斯，人们参观时尚口罩展览。
由名人和时装设计师设计的时尚口罩展览近日在达拉斯

举办，共展出超过60款口罩作品。展览将持续至11月30日。
新华社发

佩洛西：特朗普有意制造混乱
炒掉美防长埃斯珀，“解职潮”才刚开始？韩日新为何疫情控制较好新闻

分析

乌克兰总统因新冠住院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美 10
日 报 告 新 增 新 冠 确 诊 病 例
134383例，新增死亡病例 1859
例，再次刷新全球范围内一国单
日新增确诊病例数最高纪录。
同时，美国 7天平均日增确诊病
例数、住院病例数等疫情指标再
创新高。

据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
台12日统计，日本当天新增新冠
确诊病例1643例，再创疫情暴发
以来新高，累计确诊113808例；新
增死亡8例，累计死亡1871例。

印度财政部长西塔拉曼 12
日宣布，印度政府将拨款 1.206
亿美元用于研发新冠疫苗，这是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印度政府第
三次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的一
部分。据印度媒体报道，该国目
前有3个新冠候选疫苗进入临床
试验阶段。

（新华社）

德国卫生部长延斯?施潘 12
日说，为应对新冠疫情，“部分封
城”等防疫限制措施将持续整个
冬天。

施潘当天告诉柏林勃兰登堡广
播电台记者，即使新冠病毒感染率
下降，德国民众的生活在12月或明
年1月也“不大可能恢复正常”。

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
研究所12日的疫情数据显示，全
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727553例，
单日新增 21866例，单日新增病
例在 4天内再次超过 2万例；全
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 11982例，
单日新增215例。

由于新冠疫情反弹，德国本
月 2日开始“部分封城”，为期四
周。这轮防疫限制措施不如上半
年的首轮严格，目的是降低新冠
感染率，具体措施包括各地餐馆、
酒吧、影剧院、游乐场等餐饮和文
体设施关闭一个月，公共场所聚
集不得超过2户10人，建议民众
放弃不必要的旅行和探访等。

（新华社）

德国“部分封城”
将持续整个冬天

日本单日新增也创新高

美国日增13.4万例
刷新全球纪录

病情“不重”，另有三名高官感染

进入秋冬季，新冠疫情持续
肆虐。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
截至 9日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
例已超5000万例。多个国家再
次实施“封城”举措。而韩国、日
本、新加坡等亚洲国家的疫情虽
也有反弹，但抗疫效果相对较
好。

专家和学者认为，建立符
合国情的防疫体制并及时调
整、借助科技手段加强防疫，以
及民众普遍遵守防疫措施等，
是一些亚洲国家防控相对得力
的共同原因。

措施得力
韩国流行病学学会会长、

翰林大学教授金东贤告诉新华
社记者，流行病学调查是确保
韩国疫情防控相对成功的原因
之一。一旦出现确诊病例，防
疫部门就通过流行病学调查迅
速发现密切接触者，并对其采
取隔离 14天的措施，从而阻断
传播链。

韩国嘉泉大学医学院教授
姜圣圭认为，韩国能将疫情遏
制在可控范围内得益于政府建

立并实施了较为灵活的保持社
交距离政策，政府持续提醒民
众主动遵守保持社交距离措
施，减少外出、聚会和旅行。

日本根据自身情况，并未
采取应检尽检的防疫对策，而
是设置了较高的检测门槛，重
点应对聚集性感染和重症病
例，以缓解医疗系统压力。8月
底，日本政府新冠疫情对策本
部修改了有关住院的方针，无
症状感染者和轻症患者原则上
在住所或政府提供的酒店隔
离，从而控制住院人数。

日本政府同时呼吁民众注
意个人防护，例如勤洗手、戴口
罩、保持社交距离以及避免身
处密集、密闭、密切接触的“三
密”环境等。商场等公共场所
的入口提供消毒酒精供使用，
不少商业设施配备了自动体温
检测仪。

新加坡南洋学会会长许振
义说，新加坡资源有限，目前检
测能力只能达到每天3万次，因
此政府将防疫重点放在大型集
体宿舍里的外籍劳工、养老院
和幼儿园等机构人员以及送餐
员等与人接触较多的工作人员

等群体上。考虑到无症状传播
和病毒潜伏期，感染风险较高
的人群并非只接受一次检测，
而是每7天至14天定期检测。

科技助力
科技在疫情防控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据金东贤介绍，韩国
在今年 1月初就开发出诊断试
剂，并很快获得药监部门批准，
随后，能够开展病毒检测的机构
大幅增加，广泛迅速地开展检测
工作。姜圣圭说，韩国有效实施
了追踪、检测和隔离治疗的措
施。2015年，韩国修订了预防传
染病相关法律法规，允许政府通
过搜集手机信号和信用卡刷卡
记录等追踪感染路径。

许振义说，新加坡卫生部投
入1000多万新加坡元（1新加坡
元约合0.74美元）开发“合力追
踪”应用、访客登记系统、便携式
防疫追踪器等软硬件，从而让追
踪密切接触者的时间从4天缩短
至2天以内，实现早发现早隔离，
有效阻断病毒传播链。

目前新加坡已启动一些大型
活动，快速检测能力保障了活动

的顺利举行。例如，在10月26日
开幕的新加坡能源周，与会者在
进入会场前接受抗原快速检测，
一般15分钟就能收到结果。

民众合力
文化习俗和民众的支持配

合程度也影响疫情防控效果。
姜圣圭说，韩国人通常没有见
面拥抱或亲吻的习惯，在减少
身体接触方面具有优势。

韩国《每日经济新闻》分析
说，相比强调个人主义的其他一
些地区，包括韩国在内的东亚国
家民众对保持社交距离措施并
未表现出较强反感，对政府出台
的防疫措施给予高度配合和支
持。民众的积极响应让严格的
防疫措施得以顺利实施。

日本民众绝大部分愿意响
应政府号召，外出时戴口罩。
日本神户大学教授岩田健太郎
告诉新华社记者，欧洲近期疫
情反弹与大规模休假、防疫疲
劳等因素有一定关系，相比之
下，日本人的休假规模较小，且
自我约束能力较强。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