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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荷兰首相吕特15日宣布，因托儿津贴事
件不断发酵，他所领导的内阁当天正式辞职。

14日晚，参加荷兰执政联盟各党派就此进行了内
部磋商。15日，内阁成员再一次对该事件的政治后果
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内阁辞职是当前唯一选择。

荷兰税务机构曾要求在2013至2019年间领取过托
儿津贴的数千个家庭退还津贴，有的家庭甚至要归还数
万欧元，这一事件给不少荷兰家庭造成经济和心理负
担。2020年12月，荷兰议会就此发表调查报告，确认税
务机构在此事件上存在行政过失。

本届内阁于2017年 10月宣誓就职，这是吕特第三
次组建内阁。此间媒体普遍预测，吕特将继续担任看
守内阁首相，重点处理新冠疫情防控事务，直到今年3
月17日举行议会选举为止。

美国媒体14日报道，美国总
统唐纳德·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
国债增加逾7万亿美元。而在其
继任者执政期间，这一数字可能
更高。当日，美国当选总统拜登
公布一项总额1.9万亿美元的经
济纾困方案，不过，这份计划有推
高债务之风险，能否获得国会批
准尚存变数。

全美首次申请失业
救济人数近百万

美国劳工部14日公布的数
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截至1
月9日的一周，美国首次申请失
业救济人数环比增加18.1万至
96.5万，升至2020年8月以来的
最高值。

数据显示，截至1月2日的一
周，美国全国申请失业救济人数
为527.1万，环比增加19.9万。显
示投保人员中正接受失业救济
人 数 占 比 的 投 保 失 业 率 为
3.7％，环比上涨0.2个百分点。

万神殿宏观经济学研究公
司首席经济学家伊恩·谢泼德森
认为，为应对新冠疫情蔓延而实
施的限制举措对劳动力市场冲
击严重，目前尚不清楚负面影响
是否仍在扩大。

拜登上任前便欲豪
掷1.9万亿美元

分析人士指出，首次申请失
业救济人数反弹或刺激美国国
会进一步加快推出更大规模救
助计划。果然，美国当选总统拜
登14日便公布一项总额1.9万亿
美元的经济纾困方案。

14日，美国当选总统约瑟
夫·拜登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
市发表演讲时说，美国国会去
年底通过的9000亿美元经济纾
困计划远不足以应对危机，仍
需采取更多举措控制疫情和救
助经济。

根据他的经济救助计划，约
4000亿美元将用于抗击疫情，约
1万亿美元将为受疫情冲击的家
庭提供经济纾困，约4400亿美元
为在疫情中挣扎的小企业、州和
地方政府等提供援助。

新纾困计划有推高
债务之风险

不过，这份计划能否获得国
会批准尚存变数。一些议员明
确反对联邦政府大幅扩张预算
赤字及推高债务。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国会
议员一直不愿改革社会保障和医
疗保险制度，致使联邦预算赤字在
疫情暴发前就难以为继。特朗普
政府经济刺激和减税政策则使赤
字爆炸性增长。疫情暴发时，联邦
预算赤字已达1万亿美元。

美国现在已经背负超过27
万亿美元国债。PNC金融服务
集团首席经济分析师古斯·福彻
说：“我们处在一个深坑内。如
果不迅速行动，经济可能遭受巨
大和长久性的破坏。”他警告，如
果现在不能修复经济，今后调整
预算方案以及化解结构性挑战
的难度会更大。

2020财年，美国国债总量已
经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美国联邦
预算赤字为3.1万亿美元。美国
联邦政府暂无计划利用增税填
补经济刺激产生的财政支出。

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主席
马娅·麦吉尼亚斯认为，鉴于民
主党控制国会参议院，2021财年
联邦预算赤字或高于预估水
平。鉴于当前经济形势，麦吉尼
亚斯承认美国需要借更多债。
但提到拜登团队推出的经济救
助计划，她说：“需要额外2万亿
美元的说法似乎相当不成熟。”

（综合新华社）

荷兰内阁集体辞职
首相称系为托儿津贴事件负责

拜登1.9万亿纾困方案能落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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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工信部微信公众号“工
信微报”1月12日推送的图文
信息显示：“若您现在使用的
是4G套餐，只要您的5G手机
设置正确，在 5G网络覆盖范
围内，您也可以接入 5G 网
络。如果您使用 5G套餐，可
享受更快的5G网络服务。”换
句话说，当前，不用办理5G套
餐也能使用 5G网络，但是有
两个前提：在 5G网络覆盖范
围内，使用5G手机。

问题来了？既然不用办
理 5G 套餐就能使用 5G 网
络，5G套餐的存在意义何在
呢？中国移动内部人士告诉
羊城晚报记者，上述办法接
入 5G 网络所消耗的流量将

从用户现有的 4G 套餐中扣
除，但这种方法的上网速度
会比较慢；若要达到500Mb-
ps、1Gbps 等 5G 网高速率，
则要具备使用 5G手机、所处
环境有 5G网络覆盖、开通了
5G套餐这几个条件。

公开资料显示，目前最
便宜的 5G 套餐来自中国移
动，价格是128元/月；中国电
信和中国联通旗下最便宜的
5G 套 餐 资 费 则 为 129 元/
月。三大运营商都有不定期
的优惠促销活动，此前，中国
移动的一款 5G 套餐就降价
到88元/月。

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
全球最大的 5G网络，累计已

建成 5G基站 71.8 万个，推动
共建共享 5G 基站 33 万个。
广东至今已累计建成 5G 基
站超 12.4 万座，基本实现 5G
网络深圳全覆盖、广州主要
城区连续覆盖、珠三角中心
城区广覆盖。

时下，不少用户积极购买
5G手机。中国信通院报告显
示，2020 年 12 月，国内市场
5G手机出货量1820万部，占
同期手机出货量的68.4%；上
市新机型 19 款，占同期手机
上市新机型数量的 42.2%。
从去年1月至12月，国内市场
5G 手机累计出货量 1.63 亿
部、上市新机型累计 218 款，
占比分别为52.9%和47.2%。

羊城晚报讯 记者梁怿韬报
道：感觉天气冷，看到下霰结霜
就是冬天？还真不一定。1 月
15日，广州市气象局宣布，根据
我国气候季节划分标准（QX/T
152-2012），广州从 2021 年 1 月
8 日起正式进入冬天。过去 40
年间，广州恰好有一半的年份没
有出现“气象入冬”的指标。

广州市气象局介绍，按照气
候季节划分标准（QX/T 152-
2012），连续 5 天的滑动平均气
温≤10.0℃，以其所对应的气温
序列中第一个满足标准的日期
作为冬季的起始日。按照这一
标准，广州已在2021年 1月8日

进入冬季。因为地处南方、气候
偏暖，广州和省内不少地方一
样，未必每年都能迎来气象学上
的冬季。上一次广州“气象入
冬”还是2018年 1月29日，距离
这次已有1075天。

过去 40 年间广州的“气象
入冬”情况如何？广州市气象局
统计，1981 年至 1984 年广州曾
连续 4 年“入冬”，但从 1985 年
至 1987 年又遭遇连续 3 年“无
冬”。数十年间，广州一直在“入
冬”与“未入冬”之间来回变动。
照数据推算，过去40年间，广州
正好 20 年“入冬”，20 年“未入
冬”。

羊城晚报讯 记者唐珩报道：
15日，广州市发展改革委官网公
示了《关于东风路东濠涌桥大中
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报告
显示，东风路东濠涌桥将进行维
修加固，总投资1127.8万元，工期
为8个月。

东风路东濠涌桥大中修工程
由广州市交通运输局申报，市中
心区交通项目管理中心作为建设

单位，建设期限 8 个月，总投资
1127.8 万元，资金来源为广州市
财政资金。

此次大中修工程系对东风路
东濠涌桥进行维修加固，主要建
设内容包括桥面铺装碎裂凿除重
做、主梁及横隔板病害处理及承
载力加固、盖梁及桥墩台身破损
修复、砌石护坡冲刷破损及河床
积淤病害处理等。

羊城晚报讯 记者宋王群报
道：13日，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
察局发布《关于非本市核发机动
车号牌载客汽车须按规定时间、
路线和区域行驶的通告》，继续
对非深圳核发机动车号牌载客
汽车在全市早晚高峰时段实施
限行。记者注意到，与往年相
比，2021年限行时间不变，限行
范围不变，2020 年 12 月新开通
的 S86 外 环 高 速 不 在 限 行 范
围。通告自2021年 1月 19日至
2022年1月18日施行。

根据通告，工作日 7 时至 9
时，17 时 30 分至 19 时 30 分禁
止非深圳市核发机动车号牌载
客汽车在全市道路通行。与往
年一样，执行任务的军车、警车、
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持

道路运输证件的客运车辆（不含
租赁小汽车）、中型以上客运车
辆及香港号牌（含香港内地牌和
内地香港牌）、使领馆号牌车辆
不受限行措施限制。

同时，非深圳市核发机动车
号牌载客汽车因全国、全省性大
型会议、展会等活动需要在禁
行时间、禁行道路通行的，应
当提前到深圳市交警部门办理
机动车辆临时通行证，经批准
方可按规定通行。非深圳市核
发机动车号牌载客汽车前两次
在通告禁行区域内违反禁行规
定的，不予处罚，自第三次违
反禁行规定起进行罚款处罚。
对非深圳市核发机动车号牌其
他车辆的交通管理措施，仍按
原规定执行。

羊城晚报讯 记者陈泽云报
道：1 月 15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
数据显示，2020年 12月份，在全
国 70 个大中城市中，42 个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38
个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
上涨，对比11月份，新房价格上
涨的城市数量有所增加，70个大
中城市房地产市场价格稳中略
涨。值得注意的是，4个一线城
市的房价涨幅整体扩大，广州环
比涨幅继续保持居前态势，而深
圳首次出现环比下跌。

据初步测算，12 月份，4 个
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
格环比上涨0.3%，涨幅比上月扩
大0.1个百分点。其中，北京、上

海和广州分别上涨 0.3%、0.2%
和 0.7%，深圳下降 0.1%。记者
梳理发现，这是去年以来，深圳
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首次出
现环比下降。4个一线城市二手
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6%，涨
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
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
上涨0.5%、0.6%、0.7%和0.5%。

此外，31个二线城市新建商
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
比均上涨 0.1%，涨幅与上月相
同；35个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
上涨 0.1%和 0.2%，涨幅与上月
相同。

记者梳理发现，12月份，扬

州新房价格环比上涨最快，涨幅
达到了 0.8%，紧随其后的合肥、
福州、广州、西宁涨幅均达到了
0.7%；二手房方面，扬州同样以
0.9%的环比涨幅，位居 70 个城
市二手房涨幅首位。

整体来看，在中央反复强调
“房住不炒”、地方频繁出台楼市
调控政策的环境下，2020 年房
地产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由于经济逐步回归正常，房地产
交易市场韧性仍在。国家统计
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绳国庆分
析，去年12月份，各地全面落实
房地产长效机制，因地制宜、多
策并举，促进了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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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40年，广州恰好一半年份“入冬”，
一半“未入冬”

时隔1075天
广州再迎“气象入冬”

广州东风路东濠涌桥将维护
工期8个月，总投资1127.8万元

全全 知
道

中等偏强冷空气今晚入粤
后天广州市区气温最低5℃

羊城晚报讯 记者梁怿韬报
道：新一股中等偏强冷空气，预
计1月16日晚上进入广东。气
象部门预计，该股冷空气对广东
的影响程度不及2020年底至
2021年初的“跨年寒潮”和刚刚
结束的1月7日至1月13日强冷
空气，但仍然会为广东部分地方
带来冰霜冻，各地仍需做好防寒
保暖工作。

广东省气象台1月15日预
计，新一股中等偏强冷空气预计
对广东的主要影响时间为1月17
日至1月18日，其间全省日平均
气温下降5℃至8℃，预计广东省
内的粤北部分市县、肇庆地区、

粤北高寒山区等地有冰霜冻。
广州市气象台预计，广州气

温预计1月16日晚开始下降，1
月 17 日 白 天 最 高 气 温 只 有
14℃。1月18日将迎中等偏强
冷空气影响下的过程最低温，预
计当天广州市区最低气温只有
5℃ 到 6℃ ，北 部 山 区 - 3℃ 到
2℃，并伴有霜（冰）冻。

广州市气候与农业气象中
心表示，预计今年冷冬出现的
可能性较大，可能出现寒潮和
阶段性低温阴雨天气，建议市
民做好保暖工作，农户和水产
养殖户做好农作物和水产的防
寒保暖工作。

上月一线城市房价环比涨幅整体扩大

广州涨幅居前 深圳环比下跌
深圳限行新规下周施行

范围、时间不变，S86外环高速不在范围

不办5G套餐也能用5G网络？
业内人士：需满足两大前提，且无法达到最高速率

羊城晚报记者 林曦 实习生 赵媛媛

1月 15日，“不办5G套餐也能用5G网”话题登上了
微博热搜，引发网络热议。这是真的吗？记者了解到，
这种情况是可能的，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要达到要达到 500500MbpsMbps、、11GbpsGbps 高速率高速率，，还是得办还是得办 55GG 套餐套餐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供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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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英国首相约翰
逊 15 日宣布，为降低新的变异
新冠病毒传入风险，英国将从
18 日起暂停“旅行走廊”措施，
所有入境旅客必须按规定进行
自我隔离。

英国从去年 7 月开始实施
“旅行走廊”措施，一些疫情较

缓和的国家和地区被列入“旅
行走廊”清单，来自这些国家和
地区的旅客入境后不再进行自
我隔离。

约翰逊 15日在疫情发布会
上说，暂停“旅行走廊”后，所有
前来英国的旅客出发前须提供
72小时内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

阴性的证明；入境英国后，旅客
必须自我隔离10天或在隔离第
五天接受第二次新冠病毒检
测。他说，这一防控措施至少实
施至2月15日，违规人员将面临
罚款。

英国政府 14 日宣布，为防
止一种新的变异新冠病毒传入

英国，从15日起禁止来自巴西、
阿根廷和智利等南美洲国家以
及葡萄牙等国的旅客入境英
国。这一措施不涉及英国公
民、爱尔兰公民以及拥有英国
居留权的人员，但这些人员从
上述国家入境英国，必须自我
隔离10天。

据新华社电 据巴西媒
体 14 日报道，巴西和英国研
究人员在分析采集自巴西亚
马孙州的新冠病毒样本时，
发现了一种名为 P.1 的新型
变异新冠病毒。

这项研究已发表在专门
讨论病毒进化等相关内容的

“病毒学”网络论坛上。研究

人员介绍，2020年12月15日
至23日在亚马孙州首府玛瑙
斯市采集的 31 份新冠病毒
阳性样本中，有 13 份检测出
变异新冠病毒 P.1。这种变
异 病 毒 携 带 E484K、K417T、
N501Y 等 多 种 突 变 ，与 在 英
国、南非发现的变异新冠病
毒有部分相同之处。

巴西面积最大的州亚马孙州
受到第二波新冠疫情重击，当地
医院不堪重负。亚马孙州官员和
民众14日因医用氧气告急向外界
求助，政府用飞机向其他州紧急
转运病人。

全州上下求购氧气

卫生部门官员说，亚马孙州
一些医院的氧气储备已经用光；
由于没有空余重症监护床位，不
得不把病人空运至其他州。州政
府说，正安排235名需要输氧却无
法住进重症监护病房的病人前往
5个州和首都巴西利亚接受救治。

国会议员马塞洛·拉莫斯告
诉路透社，亚马孙州向美国发出
求助，请求对方派军用运输机将
氧气罐运至亚马孙州。

巴西卫生部长爱德华多·帕
祖洛说，亚马孙州首府马瑙斯情
况极为严峻，医院系统正在经历
崩溃。欧洲新闻社报道，马瑙斯
不仅医院没床位，许多病人只能
在家自救、等待，就连墓园里也已
没有多余位置。

一些病人亲属在社交媒体上
发视频求购氧气。这些视频经过
大量转发，引起全国关注。许多州
和城市的官员表示愿意提供帮助。

亚马孙州州长威尔逊·利马
14日在新闻发布会上感谢人们伸
出援手。“当‘地球绿肺’出现问
题，全世界的人都在关注。现在
我们请求帮助，我们的人民需要
这些氧气。”

副总统汉密尔顿·莫朗在推
特上说，巴西空军已把超过8吨医
疗物资运往马瑙斯，包括氧气罐、
床和帐篷。

亚马孙州累计近6000人死于

新冠病毒感染。该州位于巴西西
北部，地处偏远，物流不便，向巴
西供应医用氧气的一家跨国企业
正考虑从委内瑞拉向亚马孙州运
送氧气。

难言变异病毒助长疫情

马瑙斯人口约200万，是亚马
孙州最大城市。为遏制疫情，14
日起，马瑙斯每日晚7时至次日晨
6时实施11小时宵禁。

日本 10日说，从巴西入境的
4 名旅客确诊感染一种变异新冠
病毒，与英国和南非发现的变异
新冠病毒不完全相同。4 名旅客
正是来自亚马孙州。

巴西奥斯瓦尔多·克鲁斯基
金会研究人员说，在日本发现的
这种变异病毒可能去年12月至今
年1月已经在亚马孙州出现。

巴西公共卫生专家正试图弄
清这种变异病毒是否比原始病毒
传染性更强，以及亚马孙州第二
波疫情加重是否与变异病毒的出
现有直接关联。

泛美卫生组织副主任雅尔巴
斯·巴尔博萨认为，亚马孙州疫情
加重与出现变异病毒的关联不
大。“许多城市和州最近都是这个
情况，比较可能的原因是年底假
期和夏天到来，更多人旅行，保持
社交距离等措施也放松了。”

巴西卫生部14日说，全国新增确
诊病例超6.7万例；累计确诊超830万
例，在全球仅次于美国和印度，累计死
亡逾20万例，仅次于美国。

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
道，巴西医药监管部门预计 17日
批准两款疫苗投入紧急使用，巴
西政府定于 20 日开始在全国接
种。 郭倩（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在特朗普治下增加 7万亿美元国债，
2020财年全美联邦赤字3.1万亿美元

据新华社电 俄罗斯外交部15日发表声
明说，俄方决定开启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的
国内程序。

声明说，2020 年 11 月，美国退出《开放
天空条约》，给条约在加强安全互信方面造成
巨大损失。声明还说，俄方曾提出具体建议，
希望在新条件下维持条约继续有效，俄方对
美方未能支持俄方建议感到遗憾。

《开放天空条约》于 1992 年签署，2002
年起生效。条约缔约国可按规定对彼此领土
进行非武装方式的空中侦察。该条约是冷战
结束后重要的信任建立措施，有助于提升透
明度和降低冲突风险。美国、俄罗斯和大部
分北约国家签署了这一条约。

俄罗斯将退出
《开放天空条约》

巴西疫情严峻 地球绿肺缺氧

据新华社电 巴西卫生部
15 日宣布，亚马孙州确诊首
例由当地发现的变异新冠病
毒导致的二次感染病例。

据卫生部消息，患者是一
名 29 岁女性，2020 年 3 月 24
日首次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同

年12月30日再度确诊。巴西
新冠病毒研究机构奥斯瓦尔
多·克鲁兹基金会在这名患者
的样本中发现了新型变异新
冠病毒，该变异病毒与日本日
前从巴西入境旅客身上发现
的变异病毒相同。

英国为防控疫情加强入境管理

巴西发现新型变异新冠病毒
相
关
新
闻

巴西确诊首例变异新冠病毒
导致的二次感染病例

15日，在巴西亚马孙州首府马瑙斯，巴西空军医务人员准备
将一名新冠肺炎患者送上前往外州的飞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