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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孙绮曼报道：4
月 7 日，记者在 2021 广州国际电子电
器博览会暨华南电子产品电商选品展
新闻发布会获悉，2021 广州国际电子
电器博览会将于4月 12日至4月 15日
在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举行。

记者了解到，2021 广州国际电子
电器博览会是广州市首届由官方主办
的电子博览会，展会由商务部外贸发展
事务局、广州市贸促会、广东潮域展览
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中国国际商会、广
东省贸促会、市商务局、市工信局支持。

广州市贸促会党组书记、主任杨勇
介绍，此次广州电子电器展将档期定在

“广交会”开幕前，旨在进一步放大“广
交会”的溢出效应，为众多无法参加广交
会的中小企业提供良好的平台，并了解
全球产业前沿和科技发展最新趋势，学
习借鉴引进国际先进技术、标准和管理
经验，提升产品生产效率和质量品质，实
现从商品、技术到品牌的全面赶超。

据悉，目前广州国际电子电器博览
会的筹备工作已准备就绪，展会面积约
4万平方米，超过800家电子及家电企
业报名参展。展品范围包括消费类电
子、移动电子及配件、智能穿戴、电竞
游戏、家用电子等品类。

盼望十余年终获批复

五眼桥村地处荔湾区南片、
广佛交界地带，西联佛山南海、东
临塞坝涌、南至南海黄岐东秀村、
北至珠江，是广佛同城化的门户节
点之一，属于白鹅潭总部经济区。

2009年，五眼桥村响应政策
号召，启动旧改前期程序，中间
经历了政策的变化、审批的调
整，终于在去年 9 月获得了改造
实施方案批复，为改造实施提供
了蓝图依据。

根据批复，五眼桥村改造范
围总用地面积 78.61 万平方米，
已建建筑总量 69.17 万平方米，

涉 及 户 籍 居 民 11558 人 ，6679
户。改造范围内涉及文物保护单
位2处，分别为五眼桥（通福桥）、
大新大押旧址，均进行原址保
护。另8处传统风貌建筑按广州
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办公室《关
于传统风貌建筑保护利用管理的
指导意见》要求进行保护。

保留岭南花卉市场品牌

五眼桥经济联社党总支部书
记、社长莫志华向记者介绍，整
个五眼桥村改造后的规划计容建
筑量达到 149 万平方米，其中复
建安置总量测算合计 103.97 万
平方米。“按照规划，已经建成的

河涌整治复建房、滘口生态新村
予以保留，除此之外，我们的规
划新建复建住宅地块有 10个。”
莫志华表示，通过集中新建现代
化高层住宅小区，增加幼儿园、
学校、健身休闲设施、社区绿地
公园、社区服务中心，将改善全
体村民的人居环境，让大家居住
生活得更舒适、配套服务更充足
便利。“目前合作企业已组建项目
团队入驻，首先展开入户测量、用
地手续以及各项报批工作。我们
将优先启动复建住宅地块的拆迁
和建设，按照政府关于复建安置的
监管要求指引实施安置房建设。
至于具体的临迁补偿、房屋安置标
准以及其他的一些补偿细则，我们

会加快编制私人房屋和集体物业
的《拆迁补偿安置方案》。”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全国
60%观叶植物、30%鲜切花交易
集散地的岭南花卉市场，就位于
五眼桥村。去年，根据《广州市商
务局关于印发广州市加快推进专
业批发市场转型疏解三年行动方
案（2019-2021 年）》的有关要求，
岭南花卉市场被列为搬迁疏解工
作目标，一部分搬迁到B区过渡。

莫志华透露，在接下来的整
村改造中，将在岭南花卉市场A
区建设永久花卉市场，方便B区
过渡的商户搬回，延续保留岭南
花卉市场的产业和品牌，并且进
一步做强做大、做精做优。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焕坤报道：6
日，15届137次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审
议通过了《广州城市水浸点、涵洞、隧
道内涝风险区域划定和治理工作方案》
（以下简称《工作方案》），进一步提高
城市防洪排涝能力，严防灾害发生。

经创新运用遥感技术和激光雷达
数字高程模型，识别全市不透水地面和
地面洼地，《工作方案》划定62个易发内
涝潜在风险区域，面积共772.84平方公
里，支撑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城乡内
涝安全底线，优化城市空间规划布局，合
理划定和保护雨水行蓄的蓝绿空间。

《工作方案》提出城市更新综合治理
措施。对城市更新范围易发内涝潜在风险
区域进行识别和排查，广州市三年、五年以
及十年城市更新改造规划中约303.17平
方公里处于易发内涝潜在风险区域，占全
市易发内涝潜在风险区域总面积39.23%，
提出综合施策、全面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
求，提高更新改造区域防洪排涝能力。

在校实习生猝死
家属向学校索赔

法院判决：学校无责

羊城晚报讯 记者蒋隽、实习
生谢小蕾报道：为纪念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进一步激发岭南学
子的爱党爱国热情，引导学生们牢
记党的历史，追寻革命先辈的光辉
足迹。4月 7日，“英雄广州·红色
传承——2021 年广州市中学生百
年党史探寻之旅”活动在广州中学

名雅校区正式开幕。
据悉，广州中学等 12 所中学

参加本次活动，同学们除了参加4
月到 6月的党史知识学习，还会利
用周末参观农讲所、广州起义指挥
旧部等红色景点，并进行网络答
题。最终，将在 7月 1日之前现场
举行一场党史知识问答的决赛，让

同学们循着先辈的足迹坚定前行，
让爱国主义精神扎根心中，向党的
百年华诞献礼。

本次活动的积极倡导者、广东
省中小学校长联合会首任会长、广
州中学名誉校长吴颖民强调，青少
年学生学习党史、了解共和国创建
的艰辛历程十分重要，他号召同学

们认真学习党史，深刻领悟红色文
化内涵，努力传承革命精神和红色
基因。他表示，学党史不能只在
书本里枯燥地学习，广州有丰富
的革命历史，要带着学生走出去
实地考察，学生成为命题人、答
题人，在互动中生动活泼地真正
理解党史。

国际电子电器博览会
准备就绪下周开幕

62个易发内涝
潜在风险区域划定
面积共772.84平方公里

广州中学生开启百年党史探寻之旅
学党史学党史 悟思想悟思想 办实事办实事 开新局开新局

做强岭南花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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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佛通衢石围塘、水秀花香五眼桥……4
月 7日，广州荔湾区五眼桥村更新改造项目
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五眼桥联社大楼门前广
场举行。五眼桥村旧改项目将按照流程分期
分块、拆旧建新、腾挪用地，改造后规划计容
建筑量达到 149万平方米，并延续保留岭南
花卉市场的产业和品牌。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李焕坤

村民围观改造效果图

大学生小杨（化名）自己找了一家实习单位，学校此前
投保了校（园）方责任保险。没想到三个月后，小杨猝死在
路边。小杨的父母为此把学校和保险公司告到法庭索赔
72万余元。记者7日从广州白云区法院了解到，经白云区
法院一审、广州中院二审，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了小杨父母
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情回放 实习期间猝死路边

小杨是某学院的学生，2016年入学，2018年 9月 1日，
广州市某客运公司（甲方，实习单位）、小杨（乙方，学生）与
学院（丙方，学校）签订《学院学生实习协议》，学院投保了
校（园）方责任保险。随后小杨并未在该客运公司（后经
查，该公司并不存在）实习，而是自行去了某达公司实习，
而该变更实习行为未告知校方。

2018年12月5日16时，小杨倒在同和路边，经120抢救
无效，宣布死亡。公安部门出具证明其死亡原因系猝死。

此后，小杨父母起诉至白云区法院主张侵权之诉，认为学
院没有对学生实习期间安全保障工作进行详尽考察，存在严
重失职失责，应对小杨的死亡后果承担70%的过错责任，请
求赔偿丧葬费、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等共72万余元；请求
保险公司在校园责任险30万元限额内承担保险赔付责任。

法院判决 驳回父母全部诉求

法院认为，因小杨父母诉请侵权责任之诉，因此应当
根据行为人对损害后果的发生是否具有过错来确定责任。

首先，学院在实习期间管理上确存在疏忽。小杨未在
实习协议签订的实习单位实习，学院在指导过程中未及时
发现、未予以关注，确存在管理上的疏忽，但此管理义务应
是有限度的，不能苛责学院能够预见及承担学生实习中发
生的一切问题。

其次，学院在管理上的疏忽行为与小杨死亡后果之间
不存在必然因果关系。小杨作为成年人，变更实习处所未
如实告知校方，行为自身存在过错，应对其虚假实习的行为
承担责任。因此，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学院不可能预见到
小杨的死亡后果，其管理不当的行为并未导致小杨陷入危险
境地，亦不具有违法性，因而不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

再次，小杨死亡的地点并非实习地点，死亡原因亦系
猝死，其死亡原因更多源于自身疾病突发所致，无证据证
实与学院管理行为有关联。

法院指出，虽然小杨的猝死令人惋惜，但鉴于在本案
中学院未实施侵权行为，亦未有证据证实小杨死亡后果与
学院的行为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故法院对小杨父母要求
赔偿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同时，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实小
杨的死亡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理赔范围，故小杨的父母主张
保险公司在赔偿责任限额内承担赔付责任，亦不予支持。白
云区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小杨父母的全部诉讼请求。

宣判后，小杨父母提出上诉，广州中院经审理后认为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羊城晚报记者 董柳 通讯员 刘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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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英国一项主要
针对美国患者的最新研究显示，
大约三分之一新冠患者在康复
后 6 个月以内确诊神经或精神
疾病。

研究人员分析了超过 23.6
万名新冠患者的医疗记录，发现
34％的新冠患者在康复后6个月
内确诊罹患神经或精神疾病。
这些患者绝大多数来自美国。

这项研究结果刊发在最新
一期英国《柳叶刀·精神病学》杂

志。研究人员发现，新冠康复者
最为常见的病症为焦虑和情绪
障碍，17％有焦虑症状，14％有
情绪障碍，但研究人员暂时无法
确认这些病症与感染新冠病毒
是否有关联。

主导这项研究的英国牛津
大学精神病学家马克斯·塔凯
说：“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相比
患流感或其他呼吸道感染，感染
新冠病毒以后出现脑部疾病和
精神紊乱的情况更普遍。”

据新华社电 日本西部大
阪府7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878
例，连续两天刷新单日新增病例
数最高纪录。当地医疗系统严
重承压，大阪府当天决定发布医
疗紧急状态。

大阪府3月下旬以来疫情显
著扩散，截至6日的一周内，大
阪府新增确诊病例超过4000
例，是两周前的4倍多。

截至7日，大阪府用于收治
重症新冠患者的病床使用率达
到70.5％。大阪府一名官员7
日在疫情防控会议上说，“病床
以从未有过的速度被填满，感
染情况已达到发布紧急状态的
程度”。

大阪府知事吉村洋文7日

说：“哪怕少一名感染者也能减
轻医疗系统的压力。我们要求
每位居民遵守防疫措施，避免不
必要外出。”

吉村同一天宣布，将取消
大阪府所有公共道路上的奥运
火炬传递活动。东京奥运会火
炬原定13日和14日在大阪府
传递。

共同社报道，如果大阪府
取消奥运火炬传递，将是全国
首个叫停这一活动的地区。另
一方面，日本全国新增病例同
样呈增加趋势，大阪府这一决
定可能影响今后奥运火炬传递
安排。

日本7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
3000例，为1月30日以来首次。

英国最新研究显示：

三分之一新冠康复者
患神经或精神疾病

日本大阪疫情亮红灯
将成首个叫停奥运会火炬传递活动的地区

新华社电 针对美方近日借人
权问题发表不当言论，中国外交部
发言人赵立坚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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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 6
日表示，在涉及到美方关切的中
国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等严
重侵犯人权行为的问题上，美方
的举措是有意义的。中方对此
有何评论？

“我们多次说过，所谓新疆
‘种族灭绝’是荒谬之极的世纪
谎言。”赵立坚说，美方越是“孜
孜不倦”地炮制涉华人权谎言，
伪装成人权“卫道士”，越说明它
对自己积重难返的人权状况心

虚不已，只能靠将脏水泼向别人
以转移视线。“这套蒙蔽世人的
伎俩不会得逞。美国的人权遮
羞布早已遮不住其作过的恶，历
史和现实都已记录下它侵犯人
权的条条罪状。”

赵立坚列举了美方侵犯人权
的几条罪状。第一宗罪是殖民
主义。他表示，美国历史上对印
第安人进行系统性种族清洗和
大屠杀，犯下罄竹难书的种族灭
绝罪行和反人类罪。美国在建
国后近百年时间里，通过西进运
动大肆驱逐、屠杀印第安人，美
国印第安人人口从15世纪末的
500万骤减至20世纪初的25万。

第二宗罪是种族主义。赵立
坚说，在美国，种族主义是全面
性、系统性、持续性的存在。联

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早就
指出，美国非洲裔在健康、就业、
教育和公平审判等方面的权利
面临系统性的种族主义。疫情
暴发以来，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
从去年 3 月以来增长了 150％。
今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审议美
国国别人权报告时，有110多个
国家对美国人权问题提出了批
评，要求美国切实解决自身存在
的种族歧视等系统性问题。

第三宗罪是输出动乱。赵
立坚指出，2001年以来，美国在
全球约80个国家以“反恐”之名
发动的战争、开展的军事行动夺
去超过 80 万人的生命，其中平
民约 33 万人，阿富汗、伊拉克、
叙利亚等许多国家几千万人流
离失所。美西方支持策动“阿拉

伯之春”，造成了西亚北非很多
国家至今仍处于动荡之中。

第四宗罪是干涉主义。赵立
坚说，美国多年来打着人权高于
主权的旗号，无视《联合国宪章》
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
则，对主权国家大打出手，美国还
对有关发展中国家实施单边制
裁，导致严重人道主义危机。“试
问：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若国家
主权沦丧，人权又怎能保障？”

第五宗罪是双重标准。赵
立坚说，美方无视新疆发展繁荣
的现实和2500万各族群众团结
和睦的事实，仅仅依据几个所谓
伪证人的说法就随意给中国扣
上“种族灭绝”的帽子。在谈到
美国政府如何对待本国穆斯林
时，赵立坚说，“9·11”事件后，

一些美国城市的穆斯林社区甚
至发生打砸洗劫清真寺等极端
行为，穆斯林群体成为白人暴徒
的袭击对象。2017 年，美国上
届政府出台“禁穆令”，使美国成
为世界上唯一专门针对穆斯林
群体颁布禁令的国家。美国一
项民调显示，80％以上的受访者
认为穆斯林在美国面临歧视。

赵立坚表示，长期以来，美
国一边自欺欺人标榜自己是所
谓的“人权楷模”，一边肆无忌惮
在人权问题上玩弄双重标准，将
人权作为维护自身霸权的工
具。“我们奉劝美方，放下傲慢与
偏见，正视、检视自身存在的严
重人权问题，并采取切实措施加
以改进，而不是对别的国家指手
画脚、说三道四。”

中国外交部揭批
美国侵犯人权五宗罪

人权遮羞
布早已遮不住
其作过的恶

拜登政府提出2.3万亿美元基
建计划后，钱从哪里来就成为焦点
之一。美国政府提出的最重要的
手段就是提高企业税。

这也带来一个问题：美国那
些大的跨国公司，很有可能因此
把总部搬迁到税率比较低的国
家和地区。为此美国政府着手
另 一 项 工 作 ，推 动 制 定 统 一 的

“全球最低企业税”，以防止跨国
公司和相应的工作机会外流。

4 月 6 日，美国财政部长珍妮
特·耶伦表示，她正准备说服 G20
国家，在全球最低企业税方面达
成一致。耶伦还表示，目前美国
在经合组织（即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有 36 个成员国，多为欧美
发达国家）内部进行协调。

路透社7日的一篇报道称，实
际上经合组织早就有一个全球税

收的庞大计划。该计划有两个支
柱，一是针对全球科技巨头，如谷
歌、脸书、亚马逊和苹果等公司，
要根据它们在市场上的盈利而不
是看他们总部所在地进行收税。
比如这些公司在德国、法国有很
大市场，那不管总部在哪里，德
国、法国都要进行征税；第二个支
柱就是制定统一的全球企业税。

但是因为这些科技巨头多
是美国的，所以美国对经合组织
的第一个支柱持反对态度。英
国《金融时报》7 日的报道称，法
国对这些科技巨头进行一些暂
时性的征税后，美国政府还威胁
要对法国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

拜登上台后，美国为了筹集
资金搞国内基建，防止美国跨国
公司跑到别的国家，开始转变态
度，转而对经合组织的全球税收
计划“热心”起来。

对此，《金融时报》引用一名

分析者的话说，不错，拜登希望从
美国企业征收更多的税，但大家不
要搞错了，以为拜登也希望其他国
家从美国企业征收更多的税。

所以，尽管欧洲方面认为美
国的转变是个“积极信号”，但无
论是欧盟发言人，还是德国、法
国和英国的官员，都很明确地表
示，欢迎美国推动制定统一全球
最低企业税，但一定要确保所有
企业，包括大型科技公司都要纳
入这个计划。也就是说，不能让
公司总部在美国的科技企业，在
欧洲市场赚钱，却不纳税。

其实，拜登政府想在经合组
织内部推动全球企业最低税，将
会面临两个障碍。

一方面，欧洲内部比较难协
调。《金融时报》报道称，拜登政
府 想 把 这 个 税 率 定 为 21% 。 而
路透社的报道称，欧盟各国的企
业税率差别很大，匈牙利是 9%，

爱尔兰是 12.5%，
法国是 32%，葡萄
牙 是 31.5% 。 欧
盟 内 部 达 成 一
致 ，是 个 艰 难 的
任务。

另 一 方 面 ，
更大的问题可能
还是来自美国自
身 。 美 国“ 政 治
家”网站 7 日的一
篇分析称，美国国内有很多人担
心，经合组织协调制定的税率可
能让美国吃亏，因此拜登和耶伦
要想说服美国国会通过相关的
法案，肯定是个艰难的任务。届
时很可能别的经合组织国家同
意 了 ，反 而 是 美 国 国 会 无 法 通
过，美国反而不参加这个计划。

而且，美国共和党人士已经
发出威胁，称耶伦的这个努力很
可能失败，到时如果经合组织仅

仅达成协议，在美国国会无法通
过，那就不是法律，不具有约束
力，等共和党掌权后就会推翻。

美国的这种做法，在历史上
的确不罕见。最著名的就是第
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推动建立
的国际联盟，但该条约得不到国
会批准，最后美国反而不是国际
联盟的成员国。

可见，共和党人的威胁也不
是完全没有道理。

美 国 国 务 院 发 言 人 普 赖
斯当地时间 7 日表示，美国准
备取消“有悖于 2015 年伊朗
核 问 题 全 面 协 议 ”的 对 伊 朗
的 制 裁 措 施 ，以 恢 复 遵 守 伊

核 协 议 ，但 普 赖 斯 没 有 提 供
更多细节。

对美国方面的这一表态，目
前伊朗还没有作出回应。

（央视新闻客户端）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为重返伊核协议
美国将取消有关制裁伊朗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