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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京畿道安城市政府官员8
日说，当地一家肉类加工和拍卖市
场暴发聚集性感染，超过 50人新
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据韩联社 8日报道，“安城家
畜产品联合市场”6日发现两例确
诊病例后，安城卫生部门正在对
这家市场全部 570 名员工展开新
冠病毒检测，截至当地时间8日中
午，大约 500名员工接受检测，新
增50多例确诊病例。

报道说，鉴于部分员工仍在

等待检测结果或尚未接受检测，
感染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

这50多名新增确诊感染的员
工主要负责清洗肉类产品，其中21
人是住在一起的外籍员工。报道没
有提及确诊的外籍员工国籍。确诊
员工们曾在狭小、密闭和通风不畅
的空间内一起工作。

市场的疫情还导致社区传
播，与确诊员工接触过的8名非市
场员工同样感染，包括确诊员工
的家人。 （新华社）

据芬兰赫尔辛基大学 8 日发
布的消息，芬兰研究人员研发出
一款鼻喷式新冠疫苗，计划几个
月内开展临床试验。

据介绍，这款鼻喷式新冠疫
苗是一款腺病毒载体疫苗，基于
一项基因转移技术研发而成。研
究人员介绍说，由于新冠病毒可
通过呼吸系统传播，疫苗选择鼻

腔给药，可能在人体中引起比肌
肉注射更广泛的免疫应答。

赫尔辛基大学和东芬兰大学
研究人员参与了疫苗研发工作，
研发团队成立了一个公司负责这
款疫苗的推广。据悉，接下来数
月内，公司将在芬兰对这款疫苗
开展临床试验。

（新华社）

据新华社电 赤道几内亚
副总统曼格8日说，该国7日发
生的严重爆炸事故遇难者人数
升至98人，另有615人受伤。

曼格说，在615名伤者中，
316 人经过治疗已出院，其余
伤者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另据中国驻赤道几内亚大
使馆向新华社记者证实，截至
8日，共有8名中国公民报告因
爆炸事故受轻伤，他们均已得
到妥善治疗。

赤道几内亚最大城市巴塔
7 日发生严重爆炸事故，造成

重大人员伤亡、大批房屋损
毁。根据赤道几内亚总统奥比
昂当晚发表的声明，事故发生
在巴塔一处军事区域。军火保
管部门疏忽职守，致使附近农
场发生的火灾殃及军火库，引
发连环爆炸。

芬兰研发出鼻喷式新冠疫苗

韩国肉类加工市场暴发疫情
超50人“中招”

赤道几内亚

军火库爆炸近百人遇难
600多人受伤，有8名中国公民轻伤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1）穗仲公字第504号

张光磊：
本会已于2020年2月25日受理申请人

广州嘉颐针织有限公司与你方及上海睿述贸
易有限公司关于买卖合同纠纷之案[案号为：
（2020）穗仲案字第1864号]，现定仲裁庭于
2021年5月12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时
间为2021年5月17日前。请你及时到本会
办理有关手续，地址：广州市沿江中路298号
江湾商业中心17层。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1年3月10日

中国援赤道几内亚医疗队队
员在救助爆炸事故伤员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电 联合国秘书
长索马里问题特别代表詹姆
斯·斯万9日发表声明，强烈谴
责索马里“青年党”对索首都摩
加迪沙的国际机场发动迫击炮
袭击。

9日上午，位于摩加迪沙的亚
丁·阿代国际机场遭迫击炮袭

击。据报道，此次袭击的目标是
联合国和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
团位于该机场的办公室，目前伤
亡人数不详。索马里“青年党”声
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

根据斯万发表的声明，有
6 枚迫击炮弹落在亚丁·阿代
国际机场附近。联合国设施没

有受到破坏，袭击也没有造成
联合国人员伤亡。斯万在声明
中强烈谴责索马里“青年党”对
机场设施发动袭击。

索马里“青年党”是与“基
地”组织有关联的极端组织，近
年来在索马里及其邻国频繁发
动恐怖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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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深中通道深圳侧接线
项目基本为桥梁，且结构多样，
因此施工过程中也采用了多种
复杂工艺。桥梁上跨广深高速，
采用了挂篮悬浇施工。据悉，这
种施工法的优势是不需要架设
支架和不使用大型吊机，具有结
构轻、拼制简单方便等优点，因
此在施工过程中不会影响桥下
高速公路正常通行。完工后将
可实现深中通道、广深沿江高
速、深圳机场、机荷高速、广深高
速等高速公路或交通枢纽间的

彼此联通。这对于充分发挥高
速路网优势，促进珠三角一体化
发展，缓解、疏导现有广深高速
公路、机荷高速公路及周边城市
道路的交通压力，以及更好地满
足深圳机场交通需求，都具有重
要意义。

深中通道侧接线将于 2024
年底与深中通道实现同步通车。
通车之后，广深沿江高速将进一
步辐射中山、珠海，也将有效串
起多个交通枢纽，促进沿线新经
济开发带的形成和崛起。

羊城晚报讯 记者余宝
珠报道：东莞实现未来与广
州、深圳地铁衔接又进了一
步。3 月 9 日，东莞市委宣传
部组织媒体开展“新春看开
局”交通专场集中采访，实地
了解东莞交通品质千日攻坚
行动最新进展。记者在采访
中获悉，正在建设中的东莞
轨道 1 号线目前推进顺利，
明年可实现全线贯通。而备
受期待的东莞轨道 2 号线三
期工程也将力争于今年动工
建设，未来将与深圳 20 号线

实现衔接。
东莞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朱利民介绍，正在建设中的东
莞轨道 1 号线目前建设进展
理想，预计今年年底可开始机
电工程的安装，明年实现全线
贯通，2024 年空载运行并于
2025年 8月份正式运行。

而备受瞩目的 2 号线三
期也有了新进展，目前该项目
已完成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编制，力争 2021 年开工建
设。记者了解到，东莞轨道 2
号线三期工程是已开通运营

的 2 号线的延长线，从虎门高
铁站向虎门镇中心区及滨海
湾新区方向延伸，未来可实现
与深圳20号线的对接。

据东莞市交通运输局总
规划师于佳介绍，东莞将尽
快推动东莞 1 号线与深圳 6
号线支线对接，东莞 2 号线与
深圳 20 号线对接，东莞 1 号
线支线与深圳 22 号线对接，
东莞 3 号线支线与深圳 11 号
线、深圳 10 号线（东莞段）的
对接建设，加强深莞两地的
地铁通联。

大学毕业后，小林在珠海开
设了自己的文创产品设计工作
室。他设计的一个动物卡通形象
深得年轻人的喜爱。正当小林准
备以这个动物卡通形象进行周边
产品开发时，突然发现，街上已
经有人穿着印有此卡通形象的T
恤。询问后，对方告诉小林，这
件T恤是其在某网店购买的。

得知自己设计的动物卡通形象
被他人盗用谋利后，小林并没有选
择直接向商家投诉或追责。他担
心，如果直接投诉的话，商家会矢口
否认，并立即把商品从网上下架。

小林来到珠海公证处进行咨
询。他告诉公证员，自己的设计被

他人盗用，希望在跟对方交涉前，
对侵权事实给予公证确认。他还
向公证员出示了著作权证书，证明
自己是此卡通形象的所有权人。

公证员告诉小林，可以通过
办理购买产品和网页证据保存的
公证来对侵权行为固定证据。购
买产品公证可以确认侵权产品确
实是从该网店购买的；同时，应办
理网页保全公证，以便对该网店
上对外展示的商品印有侵权卡通
形象这一证据进行保存、固定。

在珠海公证处的保全证据室
专用电脑上，小林登录自己的账
号购买了相关侵权产品，公证人
员以网页截屏、屏幕录像等方
式，对网站公示内容和购买过程
进行了全程保全。

几天后，公证员又和小林一同
前往收货驿站领取寄到的货品，并
进行开箱、拍照、重新封箱贴封条，
从而完成一个完整的证据保全。

小林拿到了公证书后，向侵
权商家提出要求赔偿，并告诉对
方已对侵权事实进行了证据保全
公证，如果对方拒不承认，将会
通过诉讼程序解决。最终，侵权
商家同意停止侵权行为，并向小
林支付了赔偿金。

近日，惠州市惠东县政府新
闻办公室组织惠东县发展和改革
局、惠东县交通运输局、惠东县
市政园林事务中心联合召开“巩
固提升优势 凝心聚力高质量发
展”新闻发布会。会上透露，“十
三五”期间，惠东县域经济综合
实力明显增强，2020年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 607.6 亿元、人均生产
总值6.4万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2.91 万 元 ，年 均 分 别 增 长
6.5%、6.1%和9.2%。

“十三五”以来，惠东县重大
平台建设步伐逐步加快，为经济
高质量发展筑起“四梁八柱”。
会议指出，惠东将高标准规划建
设能源科技岛、惠州新材料产业
园、粤港澳大湾区（惠州）数据产
业园重大发展平台。

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中科
院两大科学装置项目、惠州LNG
接收站、惠州新材料产业园、粤港

澳大湾区（惠州）数据产业园、港
口海上风电等重大项目建设不仅
对地方经济发展起带动作用，更
为惠东推进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
动力。惠东将围绕重大项目进行
产业布局，顺势而为发展关联产
业，全力为重大项目建设保驾护
航，全方位服务好重大项目建设。

惠东大交通建设也驶入“快
车道”。据介绍，“十三五”期间，
惠东启动千万级以上交通建设项
目21个，合计投资286.1亿元，建
设里程 1347.9 公里，目前已投入
117.1 亿元，建成 1204.8 公里；全
县县域内公路通车里程总长约
3435.7 公里，公路密度为 97.4 公
里/百 平 方 公 里 。 启 航“ 十 四
五”，惠东将以惠州市“丰”字交
通规划建设为契机，积极推进惠
东“五横五纵”骨干路网建设，完
善“内畅”交通网络的大交通体
系。 （陈丽媛 黄少卿 叶衍达）

日前，在中国建设银行惠州
惠阳排坊支行协助下，市民老杨
及时挂失银行账户，防止扩大资
金损失，同时在网贷平台成功申
诉退回了299元。

近日，老杨向建设银行排坊支
行柜台反映，他收到一条免密码交
易成功的短信，但并非他本人的资
金交易，想要查询扣费原因和追回
款项。该支行柜员张慧芬立即将
情况报告营运主管钟俊高，经查询
客户账户交易情况，发现当日产生
了一笔户名为某某电子支付有限

公司，金额为299元的消费扣款。
原来，老杨在一个平台网站

上注册为某个网贷 APP 的个人
用户，登记了本人银行卡账户信
息，注册完毕后弹出一个领取优
惠券的提示，他点击领取后立即
收到扣款短信。凭着职业敏感，
钟俊高认为老杨可能遇上网络诈
骗，建议其立即挂失账户，以免进
一步损失资金。同时，协助他通
过该平台网站投诉渠道申诉，退
回了扣款 299 元，并到当地派出
所报案。 （林海生 钟俊高）

广深沿江高速二期建设加速
2024年二期全线通车后，深圳往返中山、珠海等地将更便捷

主办单位：广东省普法办 广东省公证协会
承办单位：羊城晚报 广东普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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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天军、

通讯员深高速报道：作为深圳
与深中通道直接对接的道路，
广深沿江高速二期的建设备受
瞩目。记者 9 日获悉，目前，深
中通道侧接线工程进度最快的

第二合同段已完成 80%，第一
合同段和第三合同段也启动了
建设“加速度”。 2024 年广深
沿江高速二期全线通车后，从
深圳去往中山、珠海等地也将
更便捷。

广深沿江高速公路二期工
程位于深圳市宝安区境内，包
括深中通道深圳侧接线和国际
会 展 中 心 互 通 立 交 两 部 分 工
程。国际会展中心互通立交已
于 2019 年 11 月与国际会展中
心同步投入使用。目前仍在施
工的深中通道深圳侧接线，起
点位于机荷高速公路黄鹤收费
站，与机荷高速对接；终点位于

深中通道东人工岛，与深中通
道东人工岛隧道敞开段对接；
全长约 5.7 公里。线络总体呈东
西 走 向 ，分 为 三 个 合 同 段 施
工。此外，设机场互通、鹤洲互
通 2座互通式立交。

深中通道深圳侧接线建成
后，由沿江高速驱车可直达深圳
宝安机场T3航站楼，不必绕行金
湾大道、宝源路等道路。

沿江高速将直达深圳宝安机场

施工过程不影响广深高速通行

东莞轨道2号线三期工程力争今年动工
未来与深圳20号线对接

原创卡通形象被网店盗用
小伙用一招便拿到赔偿

羊城晚报记者 董柳 王楠
通讯员 冯斌

巩固提升优势
凝心聚力高质量发展

惠州惠东：

银行卡莫名被网贷APP扣款
建行协助市民追回损失款

爱心接力 六岁地贫姐妹花重获生机
两名广西女孩在东莞接受了造血干细胞移植，目前情况稳定

羊城晚报记者 文聪

随着脐带血整体采集
数量和质量的不断提升，
脐带血临床应用数量正逐
渐增长。截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广东省脐血库已出
库应用脐带血 2784 份，救
治人数达 2263 人。其中，
在东莞地区采集的脐带血
已出库应用了 359 份，310
人受益。

在东莞地区采集、出
库 的 359 份 脐 带 血 中 ，公
共 库 应 用 了 332 份 ，自 体
库应用了 27 份，主要是用
于治疗包括发育迟缓、重
型地中海贫血、神经母细
胞瘤、急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再生障碍性贫血、骨髓
增生异常综合征、免疫缺
陷病等疾病。

广东省脐血库
已救治2263人思思和文文此前每个月都要去医院输血 受访者供图

过去的六年，身患重型地中
海贫血的思思和文文每个月都
要前往医院输血；一周前，在多
方的援助下，这对 6岁双胞胎姐
妹在东莞接受了造血干细胞移
植，看到了重生的希望。

3 月 9 日，据主治医师王静
介绍，姐姐思思除了造血干细胞
移植外，体内还注入了一份来自
广东省脐血库的脐带血。目前
姐妹俩的情况都比较稳定，在预
期范围内。

双胞胎女孩确诊重型地贫

2014年，在广西玉林，4个月
大的双胞胎姐妹思思和文文被诊
断出患有重型 β 型地中海贫血。
这是一种较为少见的血液病，思
思和文文必须依靠长期输血、排

铁来维持生命。通过成功的造血
干细胞移植疾病方能根治。

患病初期，爸爸梁恭喜定期
献血给女儿们使用，后来患上高
血压不能再献血，医院又供血不
足，思思和文文只能依赖父母的
朋友和社会爱心人士献血。妈
妈甘女士说：“有时候跑了两、三
家医院才能输到血，如果二十多
天都没有等到的话，就只能跑到
广东才能输到血。幸好遇到了
很多爱心人士，否则小孩根本熬
不到今天。”

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几
年前甘女士只身一人到东莞打
工，梁恭喜留在家里照顾患病的
双胞胎和小女儿，以及肢体残疾
且患精神病的老母亲。双胞胎姐
妹每个月高昂的医疗费让本不富
裕的家庭雪上加霜，但一家人从

未放弃。当地政府也为梁恭喜一
家建档立卡贫困户，予以帮扶。

为筹医疗费徒步直播16天

六年来的输血之路从未间
断。其中的酸楚，只有梁恭喜一
家人才能体会得到。

“血管都输扁了，看着她们受
苦，我的心像被刀割一样的痛。”
梁恭喜说，每次治疗仅输血费用
就要1000多元。此外还要排铁、
服药，一个月治疗费要三四千元。

此前，为了筹集孩子的治疗
费用，梁恭喜在老家卖小吃、摆地
摊、种火龙果，还养殖蜜蜂，努力
做村里的公益性岗位。2018 年
网络直播兴起，他做了一个小推
车，带着三个女儿，直播从玉林北
流徒步到南宁，一走就是 16天。

“我想直播赚钱，也希望用这种方
式来宣传婚检的重要性，不想再
有更多家庭遭遇同样的不幸。”

输血、排铁只能维持思思和
文文的正常生活，并不能彻底治
愈她们。2020年下半年，梁恭喜
一家人迎来了新的希望。随着
国家健康扶贫三年攻坚计划的
实施，每个月三四千元的治疗费
在一系列报销过后，缩减到几百
元。在当地扶贫干部的帮助下，
梁恭喜一家不仅在 2020 年脱贫
摘帽，还为双胞胎联系到了在造

血干细胞移植方面有经验的医
院，来到了东莞。

爱心接力移植造血干细胞

在南方春富（儿童）血液病
研究院，专家对思思和文文进行
会诊后，建议马上进行造血干细
胞移植手术。甘女士告诉记者，
不少爱心人士伸出了援手，医院
也尽量减免费用，并帮助申请基
金支持，让思思和文文的手术得
以顺利进行。

幸运的是，思思在广东省
脐血库找到了一份配型合适的
脐带血。为帮助这个不幸又坚
强的家庭节省费用，广东省脐
血库决定为思思免费捐赠该份
脐带血，并为姐妹俩送去了公
益救助金。

据南方春富（儿童）血液病
研究院主治医师王静介绍，姐姐
思思接受的是“半相合父母供髓
联合非亲缘脐带血”的治疗方
案，妹妹文文则使用的是另外一
个新的治疗方案。“姐妹俩分别
在 2 月 28 日、3 月 1 日输注了父
亲的外周干细胞，思思在 3 月 6
日下午还输注了脐带血造血干
细胞。脐带血的优势主要是患
者后期的排斥反应相对会比较
少，同时还有一个双保险的作
用，增加移植成功的几率。”

“脐带血是一个非常宝贵的
资源，希望广大产妇都能保存。”
王静直言，此举不仅仅是给本人
一个保障，也是为其他患者提供
了一个重生的机会。

广深沿江高速公路深圳段二期工程示意图 深高速供图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五条规
定：“故意侵害他人知识产权，情节严
重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
性赔偿。”本案中，小林通过办理证据
保全公证，及时固定侵权证据，更加

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3·15”
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来临之际，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通过保
全证据公证的方式来固定证据，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知识产权被故意侵害
被侵权人有权请求赔偿

索马里首都机场遭炮击 联合国秘书长特别
代表表示强烈谴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