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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运输工具消毒
进口冷链食品物流

疫情防控技术指南出台
近日，多地通报在进口

冷链食品外包装或环境样本
中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
交通运输部日前印发《公路、
水路进口冷链食品物流新冠
病毒防控和消毒技术指南》，
明确了进口冷链食品装卸运
输过程防控要求和消毒要
求、从业人员安全防护要求
及应急处置要求。要求严格
运输工具消毒，坚决防止病
毒通过交通运输渠道传播。

指南要求，从事进口冷
链食品装卸运输等环节的公
路、水路冷链物流企业、港口
码头、货运场站等经营单位
要严格按照要求做好新冠病
毒防控和消毒工作，坚决防
止新冠病毒通过冷链物流渠
道传播。

银保监会发布通知
保险资金

财务性股权投资
行业限制取消
银保监会近日发布《关于

保险资金财务性股权投资有
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取消保险资金开展财务
性股权投资行业限制。

通知明确，保险机构及其
关联方对所投资企业不构成
控制或共同控制的，即为财务
性股权投资。取消财务性股
权投资行业限于保险类企业、
非保险类金融企业和与保险
业务相关的养老、医疗等特定
企业要求，允许保险机构自主
选择投资行业范围，扩大保险
资金股权投资选择面。

通知要求，允许保险机构
运用自有资金和责任准备金
开展财务性股权投资，保险机
构要加强风险控制，审慎开展
投资运作，不得利用股权投资
开展内幕交易或利益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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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被处罚，这是不是新
闻？当然是了，这可是一家妇孺
皆知的互联网头部企业。

因旗下“全民K歌”软件存在
传播色情低俗歌曲、青少年模式
形同虚设等突出问题，腾讯公司
近日被广东省“扫黄打非”办公室
和省网信办联合约谈，责令全面
整改。深圳市有关部门对运营

“全民K歌”的腾讯音乐娱乐（深
圳）有限公司做出相应行政处罚。

我们相信这不是上梁不正下
梁歪的问题。与其说这是作为

“老子”的腾讯心术不正，不如说
是管教不严，忽视了对“子女”的
严格管理。

这并没有为腾讯开脱的意
思。我们听说过合抱之木，生于
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但没
听说过一家有国际影响力的互联
网企业，是可以靠低俗、涉黄达
成的。涉黄的确会带来一时的流

量，它会在某一个时期内带来禁
果效应——对一部分人而言，越
是禁忌的越是有吸引力，但饮鸩
止渴，岂能久乎，这次被查处就
是一个明证。

“全民K歌”的直接运营方腾
讯音乐娱乐无疑要负最大的责
任。全民之谓，其视域不可谓
小，眼光不可谓短，但是先进的
技术、不俗的理念，落地后却一
地鸡毛，显然还是责任意识薄
弱、心态急功近利所导致的。

在腾讯的品牌下涉黄，无论
如何，兹事体大。“能力越大，责任
越大”，这是《蜘蛛侠》系列的经典
台词。人们不指望腾讯如蜘蛛侠
般拯救世界，但是作为互联网头
部企业，营造风清气正的互联网
文明，于腾讯而言责无旁贷。

人们有这样的期待。相信这
也是腾讯公司所追求的企业文化
内容之一。

@街谈巷议
□林如敏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羊城晚报讯 近日，省委常
委会会议研究决定，中国共产党
广东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一次
全体会议将于11月24日至25日
在广州召开，会期1天半。

本次全会的主要任务是：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深圳经济特区
建立 40周年庆祝大会和视察广

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以新担当新作为奋力推动
广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创

造新的辉煌。
本次全会的主要议题有：一

是省委书记李希代表省委常委会
向全会作报告；二是审议通过有
关文件稿；三是审议通过全会

《决议》。
本次全会将严格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坚持勤俭节约办
会，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确保会
议务实安全高效。（粤宗）

羊城晚报讯 记者赵燕
华、实习生吕桢华、通讯员穗
建报道：16日夜间，羊城晚
报记者探营即将于明日举行
的第十届广州国际灯光节，
带您提前感受不一样的视听
享受。

本届灯光节新中轴主会
场由花城广场、海心沙亚运公
园组成，其中，花城广场以“城
市腾飞”为主题打造了3组灯
光作品，海心沙则以“幸福家
园”为主题，用13组作品打造
了沉浸式光影游园空间。

海心沙化身光影
游园空间

灯光节期间，海心沙将化
身光影游园空间，为观众奉上
一场与众不同的声光电盛宴。

海心沙参观起点设在海
心沙亚运公园 3号检票口，
在线上预约的市民接受防疫
检查后，凭身份证等刷证入
场。

3号检票口附近将设码
头，18日，广州国际灯光节将
首次在游船上举行开幕式。

走过“幸福之门”，在沿江
的绿道上，有 4个大型帐篷，
其内部大有乾坤，是本届灯光
节6号作品《四季?家园》。

广州国际灯光节综合事
务总负责人、锐丰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国际事务主任张学斌
介绍说，这组作品以“四季演
变”与花城广场 3号作品“时
空共生”相呼应，融合光影声
效演绎四季轮回之美。

记者在五光十色的光影
中走过“春动?城光”“夏语?

星空”“秋赞?收获”“冬望?律
动”，在光影变换中感受四季
轮换。彩虹色的色彩视觉与
高科技的光影艺术作品相互
配合，让人耳目一新；人屏互
动、二维码互动、全景声空间
等多种新媒体艺术形式，又让
人流连忘返，触发着人们关于
幸福的多维度思考。

“秘密武器”加盟
灯光节

主要灯光作品展示时间
为 11月 18日至 29日，共计
12天。

主会场里设有多组沉浸
式作品，不仅给观众带来不一
样的体验，更让观众成为作品
的一部分。本届广州国际灯
光节艺术总监、广州美院跨媒

体艺术学院院长冯峰表示，例
如位于花城广场的 3号作品
《时空?共生》以传统建筑模型
为载体，配合声电光等多媒介
技术综合运用，通过大开大合
的剧场化表达，与现场观众联
动，传达家园理念。

据了解，《时空?共生》作
品还运用了本届灯光节的“秘
密武器”。广州国际灯光节工
程总监魏来表示：“今年的作
品大量采用了特制的冰屏等
作为制作材料，一方面让作品
的抗风能力更强，更安全，另
一方面配合艺术设计感更强
的灯光作品，更显得科技感满
满。”

值得注意的是，与往年不
同，本届灯光节未设广州塔灯
光秀，但“小蛮腰”也将加入到
作品的演绎中。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认真传达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政治局
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
李希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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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朵云开启文博会数字化元年
12大展馆昨起“云上”迎客，平台上线两小时引来48万人次访问

中共广东省委十二届十一次全会
11月24日至25日在广州召开

2020广州国际灯光节明日开幕，羊城晚报记者提前探营——

叩响“幸福之门”沉浸

均据新华社

游园
光光影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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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显示：

去年9月新冠病毒
或已在意大利传播

详见A10
光与影的变幻创造出

视听盛宴，将视线延伸到
无限
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 摄

华为出售荣耀
30余家代理商经销商接盘，华为发布

声明祝福

重磅！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国家航
天局获悉，11月17日，长征五号
遥五运载火箭和嫦娥五号探测器
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
区总装测试工作后，垂直转运至
发射区，计划于11月下旬择机实
施发射。

长征五号遥五运载火箭于9
月下旬由远望运输船队安全运抵
海南文昌清澜港，并通过公路运
输方式分段运送至中国文昌航天
发射场。此后，火箭按照测试发
射流程，陆续完成了总装、测试等
各项准备工作。

11月17日上午，活动发射平
台驶出发射场垂直测试厂房，平

稳行驶约 2小时后，将长征五号
遥五运载火箭安全转运至发射场
一号发射工位。后续，在完成火
箭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并
确认最终状态后，火箭将加注推
进剂，按程序实施发射。

此次任务是长征五号系列运
载火箭第二次应用性发射，此前
已成功发射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
务天问一号探测器。

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是中
国探月工程第六次任务，计划实
现月面自动采样返回，助力深化
月球成因和演化历史等科学研
究，是我国航天领域迄今最复杂、
难度最大的任务之一。

长征五号遥五运载火箭今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嫦娥五号探测器
拟本月下旬发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