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料热线：（020）114转羊城晚报报料、（020）87776887 Q友报料：87776887 发行客服：18925108933订报电话：（020）87133333 金羊网：www.ycwb.com 手机金羊网：wap.ycwb.com 羊城晚报新浪微博：weibo.com/ycwb2010

责编/袁婧 林丽爱 美编/刘苗 校对/潘丽玲

@街谈巷议

□阅尽

新闻新闻管家管家
知今日天下

看新闻管家

详见A3

1957年10月1日创刊

2021年4月 星期四 辛丑年
二月廿七

8 24℃
17℃

订羊晚请扫二维码岭南文博会欢迎您

据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4月
7日应约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

习近平强调，去年我们多次沟通，
为中德、中欧关系发展发挥了重要引领
作用。中德、中欧加强合作，能够办成
有意义的大事。希望德方、欧方同中方
一道作出积极努力，维护和推动中德、
中欧合作健康稳定发展，为这个多变的
世界增添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

习近平指出，中德务实合作克服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及其他因素干扰，稳中
有进，中国连续5年成为德国全球最大
贸易伙伴，体现了中德合作的韧性和潜
力。希望双方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
精神，统筹推进中德各领域合作，这有助
于为中欧合作和重振世界经济增添信心

和动力。中国正在积极构建新发展格
局，在依靠自身力量发展的同时坚持对
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合作。中方
愿同包括德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共享
中国新一轮开放发展带来的机遇。希望
德方保持开放，为两国企业扩大互利合
作创造更多便利。双方应以明年中德建
交50周年和北京冬奥会为契机，推进科
技、教育、文化、体育等领域交流。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欧关系面临新
的发展契机，也面临着各种挑战。关键
是要从战略高度牢牢把握中欧关系发展
大方向和主基调，相互尊重，排除干扰。
中国发展对欧盟是机遇，希望欧盟独立
作出正确判断，真正实现战略自主。中
方愿同欧方一道努力，协商办好下阶段

一系列重要政治议程，深化和拓展各领
域务实合作，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问
题上加强沟通，共同践行多边主义。

习近平指出，疫苗是用来防病救人
的，中方反对将疫苗政治化或搞“疫苗
民族主义”，愿同德方在内的国际社会
一道，促进疫苗公平合理分配，支持和
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获取疫苗，为人类
共同早日战胜疫情作出贡献。

默克尔表示，欧方在对外关系方面
坚持自主。当今世界面临很多问题和挑
战，更加需要德中、欧中合作应对。欧中
加强对话合作，不仅符合双方利益，也对
世界有利，德方愿为此发挥积极作用。
德方重视中国“十四五”规划，期待这将
为德中、欧中合作带来新的重要机遇。

习近平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

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王建凡 7 日
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将
健全以所得税和财产税为主体的直
接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占税收收
入比重。进一步完善综合与分类相
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积极稳妥推
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新华社）

财政部：

积极稳妥推进
房地产税立法

提高租房分值缩小“租购”差距
引导高学历人员从其他渠道入户

最快67分钟！

后日起广深城际
开一站直达快车

菠萝逆袭晋身超级网红
荔枝这回可以学到什么

广东（梅州）柚、阳西生蚝、惠来鲍鱼、澄海狮头鹅也找菠萝“抄作业”
详见A3

？

炒作，似乎已成近年经济社
会生活如影随形的怪圈。从炒楼
花、炒蒜、炒茶、炒靓号，到炒币、炒
盲盒、炒鞋……一波波炒作风，令
热衷此道者乐此不疲。网络直播
的兴起，更令类似炒作如虎添
翼。为喝一杯茶，几万人蜿蜒排队
等候，一个网红主播的新店开张，
有关方面竟帮其封路维持秩序。

场中之人，若只是出于个体
喜好，追风、追星或随大流凑热闹
也罢，有人还不惜血本，搬出多年
储蓄，更有甚者，举债借高利贷，
寄望一夜暴富、“财富自由”。结
果脸却被打得啪啪响，最终被人
割韭菜，自己只落得两手空空周
身债、外加羞为人道的悔恨泪。

细究一波波炒作风，其背后总
隐藏着“操盘手”的魅影，其或借资

本优势囤积居奇，或操控网络虚拟
世界兴风作浪。甚至花钱雇托、造
势、哄抬抢购假象，吸引人跟风。
但也并非次次稳操胜券。因为他
们自己也会陷入狂热魔怔中，被市
场假象冲昏头脑。结果，挖出让人
跳的陷阱，自己也跳下去了。

诚然，炒作能蔚然成风，并一
次次周而复始轮番登场，必有催
其生长的土壤。原始的动能是小
众偏好与偶像崇拜，加之坊间投
机暴富心态的存在，以及市场机
制或法规不完善，令某些人有

“缝”可钻。但稍加理性分析即可
知，即便自恃高明者、擅长钻营
者，又有几人能凭“炒”走上成功
之路？大潮退后，没穿底裤者个
个曝丑。

说到底，五花八门的炒作风，
就是种博傻、击鼓传花式的投机
游戏。其命运早已注定。因此，
理性投资，天上不会掉馅饼，看似
老套说教，却是警世恒言。

“炒作经济”本质是投机博傻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焕坤、
通讯员来穗宣报道：7日起，《广
州市来穗人员积分制服务管理
规定》及实施细则（征 求 意 见
稿）在“广州市人民政府”和“广
州市来穗人员服务管理局”门户
网站公布，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30天。该惠民政策涉及目前
在广州的近千万外来人口。

据介绍，2018 年 7 月开始
实施的《广州市来穗人员积分
制服务管理规定》及实施细则
（试行）将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
到期。广州市来穗人员服务
管理局作为牵头部门，负责
组织实施政策调研评估及修
订工作。记者梳理发现，此次
修订主要做了五个提高、四个
优化。

五个提高

提高“两个合法稳定”占

比。在“合法稳定住所”“合法
稳定就业”指标中，征求意见稿
大幅提高持有居住证、合法产
权住所、合法租赁住所或单位
宿舍、缴纳社会保险指标分值；
新增“在广州市缴纳住房公积
金”并参照社保分值予以赋分；
按照“租购同权”要求提高“合
法租赁住所或单位宿舍”分值，
缩小“租购”差距。

提高社会服务分值。在
“社会服务和公益”指标，提高
献血、志愿者（义工）指标分值
上限和占比。

提高纳税指标分值。在
“纳税情况”指标，考虑城市经
济社会发展需求，按照中央关
于完善纳税机制的相关要求，
新增“近 3 个纳税年度连续每
年申报纳税”和“近1个纳税年
度办理汇算清缴申报”加分内
容，鼓励来穗人员在穗创业纳
税，向创业成绩优异、社会贡

献明显的人才倾斜。
提高表彰奖项分值。根据

国家、省关于促进退役军人就
业创业精神，新增退役军人服
役期间立功受奖内容，扩大表
彰奖项指标覆盖面，吸引更多
为社会作出贡献的退役军人到
广州就业创业。

提高技能工种门槛。降低
职业资格、技术能力、急需工种
和个人从事该行业的加分分
值，规避部分容易被中介操控
的指标项，以提高学历技能、职
业工种门槛，降低“考证积分”

“考证入户”热度。

四个优化

优化文化程度赋分。最高
分的本科及以上学历由 50 分
调整为 30分，引导高学历来穗
人员通过其他渠道入户广州，
确保更多“长期合法稳定就业、

居住”的来穗人员通过积分制
享受公共服务。

优化“年龄”赋分。“年龄”
指标内容调整为 18—40 岁统
一分值，40岁以后逐年梯度赋
分，进一步平滑分值跨度，避免
该指标分值断崖式下降。

优化“创新能力”赋分。删
除“外观设计专利”“第一发明
人”指标内容，强调该指标中

“高新技术企业和新型研发机
构”分值申请人应从事“技术创
新和研发工作”，以明确加分目
标群体范围，避免具体实施中概
念混淆。

优化信用惩戒措施。伪
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申
请材料的，惩戒措施修改为“自
该行为认定之日起 1年内不予
纳入积分制服务管理；处罚后再
犯的，5年内不予纳入积分制服
务管理”，避免一旦违法、终身
受罚，若再次违法，加重处罚。

中国外交部揭批
美国侵犯人权五宗罪

美国的人权遮羞布早已遮不住其作过
的恶，奉劝美方放下傲慢与偏见，正视、检
视自身存在的严重人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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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春季高考明起填志愿

广东省三部门发文

支持广州深圳等地
建设研究生教育高地

教育部拟严禁教职工跟未成年学生谈
恋爱，参与制定该规定的学者介绍：

教育部“禁恋”新规源自
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志文、
通讯员张茜茜报道：4 月 7 日，
记者从深圳站获悉，4 月 10 日
起广铁集团实行新的铁路运行
图，广深城际列车时刻、停靠站
都有不小的变化。

为提升列车运行效率，同时
为旅客提供多种出行选择，广深
城际取消了原有“站站停”模式，
实行交错停站。调图后，广深城
际有10趟列车在广州东站和深
圳站之间直达开行，10 趟列车
中间经停1站，40趟列车中间经
停 2 站，21 趟列车中间经停 3
站，3趟列车中间经停4站。

具体而言，广深城际运行
图重新铺画后，每天分别在早、
中、晚部分整点开行 10趟从广

州东站至深圳站之间的直达列
车，中间全程运行最快仅需 67
分钟；在7时、13时、19时、20时
这四个时间点，在广州站与深圳
站之间开行 4趟只经停广州东
站的列车。据深圳站相关负责
人介绍，为了方便旅客区分直达
列车，10 趟直达列车的车次由
原C7开头改为C8开头。

为方便旅客乘车,广深城
际动车组车票有效期仍为“当
日使用一次有效”，也就是说旅
客持当日车票可乘坐任何一趟
列车，特别注意的是，因广深城
际不再“站站停”，乘坐广深城
际列车的旅客一定要留意所乘
列车的停靠站信息，以免误上
列车耽误出行。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华、通讯员粤疾控
报道：今天 5 时 30 分，两辆冷链车缓缓驶
进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疫苗冷库，来
自北京的 70 万剂新冠病毒疫苗到达广
东。“我们会在两个小时内分发到广州、深
圳、东莞、佛山、珠海五个重点城市。”广东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首席科学家
林鹏告诉记者：“截至 4 月 7 日，全省共接
收了1300多万剂新冠病毒疫苗，在各级疾
控中心收苗入库后即刻分发，保证疫苗及
时给群众接种。”

“我们在4月6日21时从北京发车，连
续开了 32 个小时左右到达广州，全程冷
链，运输车内一定要保持2℃-8℃，车载温
湿度记录仪每隔 5 分钟就要记录一次温
度。”负责这批疫苗运输的司机张师傅告诉
记者，他每天马不停蹄地向全国各地运输
疫苗。在冷库另一边等待的是分发疫苗的
冷链车，据司机李师傅说，他负责把分配给
广州的疫苗运输到广州市疫苗冷库。

据了解，这批70万剂疫苗来自北京生
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即北京生
物。目前广东接收的新冠病毒疫苗主要来
自北京生物和科兴中维两家生产企业。广
东结合疫情防控需要和当前疫苗总体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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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确定为当前疫苗重点接种城市。这一批
疫苗主要分配给这5个重点城市，广州分配
到12万剂，深圳为15万剂，珠海32万剂，佛
山6万剂，东莞5万剂。每一批疫苗的分配
根据国家的统筹以及当地的情况而定。从广
东省内来说，珠海市已经完成了30%的新冠
病毒疫苗接种适应人群的工作量。

目前，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
作人员不分昼夜随时接收、分发新冠病毒
疫苗。“昨夜 12 点，我们还接收了一批 90
万剂的新冠病毒疫苗，花了 5小时分发下
去。”林鹏说，“从验收入库、扫码出库，现
在群众接种的每一支疫苗都可追溯。”

广东全面推进实施大规模人群接种工
作，但是群众有时会遇到疫苗供应不足的情
况。林鹏告诉记者，像广州、深圳、东莞、佛
山、珠海等城市，对外活动多，防输入任务十
分艰巨，优先推进辖区全人群接种。随着国
家对广东省疫苗供应的增加，将逐步在其他
地区扩大供应量。所以，群众可以先预约，
一旦有疫苗就尽快接种，不必过于紧张。

来穗人员积分制服务政策拟修订

今晨，工作人员将新冠病毒疫苗从冷链车上搬进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疫苗冷库 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 摄

详见A9

新冠疫苗抵粤
两小时内分发到广深佛莞珠

今晨今晨
快镜快镜

最新一批

云南瑞丽市委书记
龚云尊被撤职

据“云南发布”微信公众号消息，
日前，经云南省委批准，云南省纪委省
监委对德宏州委常委、瑞丽市委书记
龚云尊同志，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严重
失职失责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德宏州瑞丽市在半年多时
间内，连续 3 次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事
件，特别是“3·29”疫情事件，严重冲击
和破坏了全国、全省疫情防控大局，严
重冲击和影响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
工作大局，造成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
龚云尊同志作为时任瑞丽市委书记，负
有主要领导责任。经省委研究同意，给
予龚云尊同志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
职处分，降为一级调研员。 （央视）

羊城晚报记者今晨直击：

广州市区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小雨转阴天，气温17℃到24℃，相对湿度75%到90%，吹轻微的东北风 羊城晚报社出版/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44-0006 邮发代号：45—6 新编第15031号/广州地区1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