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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差评师”
与黑恶势力何异

电商勃兴，灰色产业也在滋生。近日，广州
和惠州的两位外卖店主就被“职业差评师”盯
上。这些“职业差评师”给商家频频打差评，并以
有偿删贴为要挟，若不从便差评不断。两位店主
选择了报警，但因“证据不足”而未获立案。有位
店主最终以支付千余元“赔偿费”息事宁人。

“职业差评师”打着消费者旗号，混迹于电
商及社交平台，利用商家的恐惧心理，结伙提供

“刷评服务”，借机敲诈勒索。有的商家为顾惜
生意，低头认栽。至于经营上确有瑕疵的商家，
更只得花钱买平安。说白了，这伙人就像苍蝇，
专盯商家头上的“疤瘌”。所干勾当的实质，则
与丛林强盗和黑恶势力无异！

但是，这些人往往未受到法律制裁，除非是
作恶太甚。如近日深圳龙岗法院判处的一起类
似案件，两位被告就分别被判刑。而多数情况
下，或因单个报案的涉案金额小，或由于“证据
不足”，警方常奈何不得。

照理，若是真实消费，无论点赞或差评，都
是消费者的权利。而且，客观的评价也能为后
来者提供参考。问题在于，有些网络平台的规
则过于简单、机械，或缺乏对“刷评”本身的监督
机制，从而令心怀不轨者有空可钻。因此，要把
这种讹诈行当彻底铲除，就须重塑电商生态及
评价系统，不为“职业差评师”提供生存的土
壤。同时，相关法律制度建设也需及时跟上。

@街谈巷议
□阅尽

4省省委书记调整
据新华社电 日前，中共中央决定：
景俊海同志任吉林省委书记，巴音朝鲁

同志不再担任吉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许达哲同志任湖南省委书记，杜家毫同志

不再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谌贻琴同志任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同志

不再担任贵州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阮成发同志任云南省委书记，陈豪同志

不再担任云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据 新 华 社 电 2020年“ 读
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于 11
月 20日在广州开幕。国家主
席习近平向会议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经
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表明，人
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面对各种复杂严峻的挑战，人类
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强合作，
共克时艰，携手前行。

习近平强调，刚刚闭幕的中
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对中国“十四
五”时期发展作出全面规划。中
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

脱贫攻坚的目标即将实现，明年
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进入新发展阶段。
希望大家深入思考、积极研讨、凝
聚共识，为促进中国和世界的交
流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贡献智慧和力量。

“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迄
已成功举办四届。本届会议
以“大变局、大考验、大合作
——中国现代化新征程与人类
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有 600余
位全球知名政治家、战略家、
学者、企业家通过线上线下方
式参会。

习近平向2020年“读懂中国”
国际会议（广州）致贺信

2020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举行，黄坤明宣读习近平
主席贺信并发表在线演讲

读懂中国对现代化的不懈追求与立场观点

相关报道见A3

11月 20日，公安部 12项深
化“放管服”改革新举措在广东
全面实施。新举措之一，便是放
宽小型汽车驾驶证申请年龄，70
岁以上的老人也能考驾照。记者
从省公安厅交管局获悉，新规推
行首日，全省共为 12名 70周岁
以上人员开展“三力”测试并受
理 驾 驶 证 申 请 。 那 么 ，新 增 的

“三力”测试难不难？报考驾照
的高龄学员多吗？记者进行了走
访调查。

考生：“三力”测试不算难
20日上午，在广州市车管所

的考试室外，74岁的许伯正在候
考，准备参加记忆力、判断力、反应
力“三力”测试。

许伯是新规实施后广州市首
位报考驾照的70岁以上老人。他
告诉记者，他以前从事货车运输工
作，曾考取B类驾驶证，但驾驶证
已于2004年过期。“很感谢利好政
策，我可以重新拿驾照了。”

记者在现场看到，模拟考时，许
伯成绩为80分，未达合格线。到了
正式考试，他以90分的成绩通过。

“模拟考时我没看清楚，后来掌握了
规律，其实难度不大。”许伯说。

车管所民警介绍，新规对70周
岁以上人员考领驾驶证的，增加“三
力”测试（免费）。满分100分，90分
合格。通过该测试后，高龄学员即可

按正常程序申请驾照。

驾校：高龄学员仍占少数
新规发布至今已近一个月，70

岁以上人员报名学车的情况如
何？20日，广州市多家驾校均对
记者表示，来咨询报考的高龄学员
仍占少数。

在位于海珠区的正通驾校，记
者看到，虽然学车的人不少，却不
见高龄学员的身影。“学员大多数
在 30岁以下，50岁以上的都少，
60岁以上的更少。”该驾校一名教
练告诉记者，虽然报考驾照的年龄
限制逐步放开，但老年人学车的热
情并没有明显提高。

yy学车一名工作人员则透露，
高龄学员不少是年轻时有驾驶经
验的，考取驾照的难度往往不大。
而对于“零基础”的高龄学员，有教
练认为，虽然这类人群学车比年轻
学员困难，但他们时间更充足、态
度更认真，年龄并不影响报考驾
照。

那么，针对高龄学员，驾校在
教学上会有不同吗？在当天走访
中，记者并未发现有驾校为此制定
了针对性举措。

广州时代驾驶培训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新规实施后，多数驾校
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阶段，在细
则出台前，高龄学员学车的价格和
课程和年轻人没有太大差别。

驾考新政实施首日

广东12名古稀老人申请考驾照
广州74岁老伯“三力”测试一次过关

羊城晚报记者 梁栩豪 通讯员 粤交警

羊城晚报讯 11月20日，2020年
“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在广州
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
部长黄坤明在京通过视频连线出席
开幕式，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发表
演讲。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出席会议
并作主旨演讲。

黄坤明指出，习近平主席的贺信
深刻阐明面对挑战人类比任何时候
都更需要加强合作，共克时艰，携手
前行，郑重宣示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
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将更
好造福各国人民，充分展示了中国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立场，
表达了加强国际合作、持续扩大开放
的鲜明态度。

黄坤明强调，中共十九届五中全
会刚刚闭幕，中国即将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读懂
中国的一个重要视角，就是读懂中国

对现代化的不懈追求与立场观点。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愿景，也是
中国党和人民接续奋斗追求的伟大
梦想；现代化道路不止一条，需要各
国根据自身国情不断探索；现代化是
物的现代化、更是人的现代化，现代
化成果必须造福于民；现代化是近代
以来世界历史的主线，应对全球性挑
战必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式现代化即将取得决胜全面小
康、决战脱贫攻坚的标志性成就，我
们有信心有底气把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推向新的高度，为世界发展作出
新的贡献。

李希在主旨演讲中为与会嘉宾
讲述了全民抗疫的故事、脱贫攻坚
的故事、恢复经济增长的故事、经济
特区的故事。他指出，今年是极其
不平凡的一年，广东和全国一样，夺
取了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经济

恢复了正增长、脱贫攻坚取得了决
定性成就、经济特区走过了波澜壮
阔的40年。广东的实践充分彰显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经济长
期向好的发展优势、善于化危为机
的机遇优势。进入新发展阶段，广
东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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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总书记赋予广东在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
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的总
定位总目标，坚定不移践行新发展
理念，加快打造新发展格局战略支
点，努力为全国发展大局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希望各国朋友更多更深
入了解广东、了解中国，共抓发展机
遇，共享发展成果。

（王聪）

开幕式上7名中外嘉宾发表主旨演讲

“大变局”“大考验”下
世界需要更好的合作

● 坚持开放包容
● 坚持创新增长

● 坚持互联互通
● 坚持合作共赢

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七次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携手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
共创共享亚太和平繁荣美好未来

详见A2

南科大迎来新校长
陈十一届满离任，清华大学原副

校长薛其坤履新

详见A5

广州“伪造血衣栽赃老师体罚”案宣判

犯寻衅滋事罪
涉事妈妈被判刑

详见A4

“云上文博会”落幕

文化产品“走出去”
达成多项协议

打造现代农业的“黄埔军校”

农科“院士天团”
进驻隆平院士港

过去七天新增病例超过100万

美国疾控中心呼吁
感恩节“别乱跑”

第十四届
广东省艺术节开幕

60场精彩演出和1个展览与您相约

记者从天津市疾控中
心获悉，20日下午5时许，

天津滨海新区疾控部门通报1名
在海得润滋酒店集中隔离的人员咽
拭子样本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
后转送至天津市定点医院，经天津市
市级专家组综合分析诊断为天津本
土第145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普通
型）。

天津第145例本土确诊病例杨
某某，男，52岁，现居住于天津市滨
海新区古林街，在位于滨海新区南
港工业区的某单位上班，系东丽区

鑫汇洋冷库核酸检测阳性带鱼暴露
人员的密切接触者。

另外，记者20日从天津市疾控中
心获悉，此前通报的天津东疆港区瞰
海轩小区4名核酸检测阳性的人员均
被诊断为天津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截至目前，天津东疆港区瞰海轩
小区已发现5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和3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记者从天津市防控指挥部获
悉，自2020年11月20日2时起，天
津东疆港区瞰海轩小区被划定为高
风险地区。

上海公布新增两例本土确诊病例行动轨迹
86名密切接触者首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羊城晚报讯 记者赵映光，通讯
员陈史、陈斌摄影报道：20日上午，
由中铁八局三公司负责施工的汕揭
高速（汕头到揭西）东段汕头至普宁
段主线通车，该段全长 49公里，其
中桥梁35座、隧道3座。该线路与
沈海、潮汕环线、揭惠形成了区域高

速公路大环线，对进一步提高粤东
路网通达程度、推进粤东同城化具
有重要意义。

全长86.5公里的汕揭高速公路
位于广东省规划的“九纵五横两环”
高速公路网中横贯东西的汕湛（汕
头至湛江）高速公路东段。由于该

高速公路是汕头至广州多条高速公
路中里程最短的一条，随着下来汕头
到揭西段全线通车后，从起点汕头南
收费站出发，理论上4个小时可抵达
广州，将进一步缩短粤东地区与粤
港澳大湾区的距离，对加强粤东和
大湾区经济联系将发挥重要作用。

全线通车后，理论
上4个小时可抵达广州

天津一小区被划定为高风险区

记者从21日上午举行的上海市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日
上海新增的2例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的密切接触者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病例1，吴某某，男，39岁，19日晚自行
至浦东新区周浦医院发热门诊就诊，入院体
温39℃，肺CT显示肺部有炎症表现，即被隔
离留观，现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隔离
治疗。该病例为浦东机场UPS上海国际转运
中心西区货运站安检员，在沪居住地为浦东
新区周浦镇明天华城小区。该病例14天内
到访过的场所已进行封闭管理、终末消毒。

病例2，李某某，女，34岁，与病例吴某
某为夫妻关系，长期同住，20日出现发热、
咽痛，自行至上海市浦东医院发热门诊就
诊，肺CT显示肺部有炎症表现，即被隔离
留观，现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隔离
治疗。该病例在上海市浦东医院从事护理
工作。该病例14天内到访过的场所已进行
封闭管理、终末消毒。

经连夜排查，截至21日8时，已追踪到
上述两例确诊病例在沪密切接触者86人（其
中家属6人），已全部落实隔离观察措施，完
成首次核酸采样，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汕头对接大湾区通道
汕揭高速东段昨通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