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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了那么多次高铁，我
还是头一回遇到晚点这么久
的情况。”5 日晚间搭高铁回
广州的李先生向记者表示，其
购买的车票显示应于23时 58
分到达广州南站，但他直到次
日凌晨3时多才抵达，比预计
时间晚了三个多小时。

广州南站有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晚点是由技术故障和
当天开行列车较多等双重原
因导致的。据了解，4月5日，
因江湛铁路客流大，铁路控制
系统中江海至江门东站下行

线一度出现“红光带”现象，影
响行车1小时30分左右。

“红光带”是铁路技术术
语，是铁路较为常见的故障。
在铁路控制系统中，以线路钢
轨为导体，构成了轨道电路。
两条轨道被列车的轮对短接，
在控制系统中就会显示为红
色，从而指示车辆的位置。但
潮湿、绝缘损坏、雷电冲击等
因素可能造成无车路段的路
轨被短接，显示出异常红光带
或“闪红”，令控制台难于判断
实际情况。

记者查询发现，《铁路行
车非正常情况应急处理操作
手册》标明：“在区间内一个闭
塞分区出现红光带时，需在前
次列车到达邻站后或前车发
出后不少于 10 分钟时，方可
发出续行列车。”加上 5 日当
天 广 州 南 站 开 行 列 车 超 过
1000 趟，列车集中到达致广
州南股道运行紧张，咽喉能力
达到饱和，所以后续列车晚点
程度不断扩大。

据介绍，清明期间，高铁
客流较普铁客流增加得更为

明显。京广、沪昆、南广、贵
广、厦深等十多条高铁线路客
流均有所上扬。广州南站清
明小长假旅客到发量172.9万
人次，其中发送旅客96.8万人
次，到达旅客76.1万人次。最
高峰出现在 4月 3日，旅客到
发量65.4万人次，其中发送旅
客42.3万人次，创开站以来清
明假期单日旅客发送新高，直
逼2020年 10月 1日国庆中秋
双节黄金周假期创下的开站
以来单日发送历史最高 43.7
万人次。

造成旅客大面积晚点，广
州南站该不该对旅客进行赔
付？该采取哪些应急措施？
记者为此采访了律师和有关
专家。大成律所的一名律师
表示，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旅
客在申请赔付的时候，首先要
弄清楚晚点是否由不可抗力
因素造成，如果是自然灾害等
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铁路部

门可全部或部分免责；反之，
则旅客有理由申请赔付。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国现
行的《铁路法》《铁路旅客运输
规程》均未对列车晚点赔偿作
出明确规定。而且，记者也没
有发现国内有跟高铁晚点相
关的赔付先例。相反，法国等
欧洲国家对火车晚点有明确
的赔偿标准。法国规定，高铁

晚点 30分钟到 2小时补偿票
价的 25%，在 2小时到 3小时
之间，补偿 50%，超过 3 小时
补偿75%。

从 应 急 管 理 的 角 度 来
看，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
行 政 学 院）应急管理教研部
主任宋儒亮认为，广州南站
作为运营方，有责任和义务
在事情发生后积极采取相应

的应急措施，比如协调安排
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
接驳那些因晚点而错过末班
车的旅客，为滞留在车站的
旅客提供饮用水和食物等。

“现在火车票都是实名的，车
站方面掌握了旅客到达时间
和人数等信息，在制定应急
预案时，需将上述因素考虑
在内。”宋儒亮说。

清明返程高峰
广州南站列车为何大面积晚点？

●由技术故障和当天开行列车较多等双重原因导致
●专家认为，运营方有责任和义务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

羊城晚报记者 李志文

4 月 5日是清明假期最
后一天也是返程高峰，广州
南站当晚出现高铁大面积晚
点，一度引起网友热议。记
者从广州南站有关负责人处
获悉，晚点是由技术故障和
当天开行列车较多等双重原
因导致的。截至4月6日上
午，受影响列车已全部恢复，
运行秩序一切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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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预计2021年
中国经济增长8.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6 日发
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
2021 年全球经济将增长 6％，
较 1 月份预测值上调 0.5 个百
分点。预计 2021 年中国经济
将增长 8.4%，较 1 月份预测值
上调 0.3 个百分点。

均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6 日致信
祝贺厦门大学建校 100 周年，向全体
师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致以热烈的祝
贺和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厦门大学
是一所具有光荣传统的大学。100年
来，学校秉持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
生的立校志向，形成了“爱国、革命、自
强、科学”的优良校风，打造了鲜明的

办学特色，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国
家富强、人民幸福和中华文化海外传
播作出了积极贡献。

习近平强调，我国已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希望
厦门大学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切
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与时俱进建设世界一流大
学，全面提升服务区域发展和国家战
略能力，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

心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厦门大学由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
嘉庚先生于1921年创办，是中国近代
教育史上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
100 年来，学校秉承“自强不息，止于
至善”的校训，以服务国家、服务人民
为己任，先后为国家培养了40多万名
优秀人才，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

习近平致信祝贺
厦门大学建校100周年

印度尼西亚发生山洪和
泥石流灾害已致128人死亡

习近平向印尼总统
致慰问电

相关报道见A9

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4月 6 日就印尼发生山洪和泥
石流灾害向印尼总统佐科致慰
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
惊悉印尼发生山洪和泥石流

灾 害 ，造 成 重 大 人 员 伤 亡 。
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
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遇
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遇
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的
慰问。

清明期间，网上流传的一
段视频让人五味杂陈。广东一
位“土豪老板”在扫墓现场给追
思人员发现金红包。参与追思
的同族人员每人可领 4000 元，
其他人员不分年龄籍贯每人可
领 500 元。这一幕发生在 4 月 3
日汕头潮阳区铜盂镇洋美村。

土豪清明扫墓，缅怀先人，发
家之后不忘根本，其心可悯。现
场大派红包，一是告慰先人，自己
发达了，九泉有知，大可安枕矣；
二是借机让同族的外族的都知道
自己钟鸣鼎食，财大气粗；三是因
为红包的功效，前来参与追思者
络绎不绝，烟火缭绕中营造了热
闹无比的追思场景，生者与死者
都不至于孤独寂寞冷。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倘
若先人果“如在”，看到这荒诞
的一幕估计也会哭笑不得。如
你所知，清明拜祭，更多的是一
种心理活动，人们通过一定的

仪式缅怀逝者，抚今追昔，或感
伤于天不假年，或追忆其舐犊
之情，或缅怀其高风亮节，从中
汲取力量，且行且珍惜。

但是，富贵不张扬，如锦衣
夜行，浑身上下到处不爽，这种
心理在乡土熟人社会里尤其常
见。从社会学角度，我们对土
豪清明撒钱的举动倒是可以多
一层理解，虽然这真的是很让
人抓狂的场景。

只有在这种场景下，我们
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法国思想家
拉罗什·福科所说的：“殡葬的
排场不过是生者的虚荣而非死
者的体面。”

铜盂镇就此事发了通报，
呼吁村民树立文明祭扫观念，
自觉抵制低俗之风。所谓仓廪
实而知礼节，越来越多的人家
有余粮，但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回馈社会，这是很多人都没想
明白的事。

贫困人口受
教育的机会显著
增多、水平持续提
高，农村贫困家庭
子女义务教育阶
段辍学问题实现
动态清零，2020
年贫困县九年义
务教育巩固率达
到94.8%

减贫成绩单亮眼！《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昨日发布

中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
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

扫墓撒钱：
仓廪实之后如何知礼节？

70%

土地资源紧缺
逾千企业外迁 珠海“老大哥”香洲“十字路口”求突围

广州今年至少新开18所中小学
一贯制学校占72%，高中学位稳定增加

详见A3

改革开放以来，按
照现行贫困标准计算，
中国7.7亿农村贫困人
口摆脱贫困；按照世界
银行国际贫困标准，中
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
减贫人口70%以上

贫困地区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从 2013
年的6079元增长
到 2020 年 的
12588元，年均增
长 11.6%，增长持
续快于全国农村，
增速比全国农村
高2.3个百分点

详见A4

9899万

到2020 年底，中国如
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
标任务，现行标准下 9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

99.9%
贫困人口全部纳入基

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
疗救助三重制度保障范围，
实施大病集中救治、慢病签
约管理、重病兜底保障等措
施，99.9%以上的贫困人
口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94.8%
12588元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华、通
讯员粤卫信报道：7 日，记者从
广东省卫健委获悉，广东外防
输入任务艰巨，需尽快建立群
体免疫屏障。在新形势下，广
东结合疫苗总体供应不足的现
状，提出了“区分梯次、板块轮
动”的接种策略，将广州、深圳、
佛山、东莞、珠海5市确定为疫
苗重点接种城市。

这 5个城市主要是珠三角
地区的重点口岸或省会城市，
毗邻港澳，涉外活动多，防输入
任务十分艰巨，因此优先推进
辖区全人群接种。

在疫苗供应方面，实行分
区保障。近期，广东将国家对
本省疫苗供应量的绝大多数按
接种权重分配给这 5个重点城
市，其余地区以保障高风险人
群补种和接种第二剂次（间隔
28-56 天）的人群为主。随着国
家对广东疫苗供应的增加，将
逐步扩大其他地区的供应量。

在推进接种方面，实行分
区轮动。全省以轮动的方式，
优先要求广州、深圳、佛山、东
莞、珠海5市加快接种，其他地
区依次推进接种工作。各地市

有序安排各区域错开时间进行
接种，既保证重点服务区域疫
苗供应不减量，又保持整体接
种进度不下降，节省疫苗配送
人力物力，提升疫苗周转效率。

对于不同地区，广东要求
科学调配辖区内各级医疗资
源，差异提升接种能力。

其中，对于这 5 个重点城
市及流动人口众多的地区，主
要采取灵活动态在交通便利、
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如体育
馆、会展中心等公共场所设置
大型临时接种点，保障疫苗供
应，集中接种，快速提升单日接
种量。对于其他人口较少的地
区，则多渠道开放预约途径，主
要依靠固定接种点，方便重点
人群接种。

通过“区分梯次、板块轮动”
策略的实施，广东将快速精准推
进大规模人群接种，做到全省接
种点疫苗“隔日清、隔日结”。

截至4月5日，广东全省现
有接种点3014家，现有接种单
元 11927 个。全省日接种能力
达到 150 万剂次以上。截至 5
日 24 时 ，全 省 累 计 接 种
1121.61万剂次、901.48万人。

“区分梯次、板块轮动”！广东
调整新冠病毒疫苗大规模接种策略

广深等5市
优先推进全人群接种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4
月 7 日通报，6 日 0 时至 24 时，
云南新增确诊病例 2 例。

据通报，新增的确诊病例
均为瑞丽市对重点人群和密切
接触者核酸检测中发现，即用
负压救护车转运至定点医疗机
构。结合流行病学史、临床表
现和实验室检测结果，诊断为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截至 4 月 6 日 24 时，云南
省现有确诊病例 68 例（境外输
入 3 例，本土 65 例），无症状感
染者 46 例（境外输入 19 例，本
土 27 例），均在定点医疗机构
隔离治疗和医学观察。

云南昨新增
确诊病例2例

详见A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