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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谈巷议

□林如敏

羊城晚报讯 记者陈辉报
道：记者 16 日从广东省医疗保
障局获悉，8月 15日，深圳市正
式上线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
至此，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
在广东21个地级以上市全面落
地应用，全省各地同步切换执行
全省统一的医保三大目录，诊疗
项目目录共收录中医及民族医

诊疗类132项。
目前，广东日均结算超过

100万人次，大规模就诊并发高
峰期结算1秒左右，比旧系统快
4-5倍，为群众带来更便捷高效
的就医结算服务。

据统计，新平台有效覆盖广
东1.1亿参保人、3万家定点医药
机构，日均结算100万余人次。

国家医保信息平台广东全面落地

就诊高峰期结算仅1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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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
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

各项工作
李希主持会议

新华社电 8 月 16 日 ，国 家 主 席
习近平同伊朗总统莱希互致贺电，
庆祝两国建交 50 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建交半个世
纪以来，中伊关系稳步发展，传统友谊
历久弥坚。2016年两国建立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日益巩固，
各领域互利合作稳步推进。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后，中伊同舟共济、守望相助，
谱写了合作抗疫的佳话。我高度重视
中伊关系发展，愿同莱希总统一道努
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深化传
统友谊，推进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不
断充实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造
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莱希在贺电中表示，伊中都是文明

古国，两国友谊犹如参天古树，从数千
年的友好交往中汲取养分，为伊中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日益发展扎下深厚根
基。伊方致力于打造卓越伊中关系的
意志坚定不移。在两国关系迈入第六
个十年之际，伊方愿同中方继续提升战
略合作水平，就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加
强沟通，不断深化伊中关系。

习近平同伊朗总统莱希
就中伊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下半年中国经济
仍会保持稳定恢复态势
发展质量将持续提升，主要宏观指标累计增速保持在合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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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国务院支
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
社 会 主 义 先 行 示 范
区，这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又一伟大实践
的重大时代性开启，
是继兴办经济特区后
深圳迎来的又一重大
历史性机遇。今年 8
月 18 日，是深圳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
行示范区两周年。深
圳坚决肩负起这份沉
甸甸的历史使命，扎
实推动一系列部署安
排，真抓实干、只争朝
夕，深圳先行示范区
建设全面铺开、纵深
推进，形成一批全国
范围可复制可推广的
创 新 举 措 和 经 验 做
法。今起，羊城晚报
将开辟《深圳先行示
范两周年》专栏，聚焦
深圳在创新生态链、
经济新体制、开放新
格局、均衡公共服务
供给、城市治理现代
化等领域的做法，让
人们从中感受深圳的
无限魅力。

两年来全力推动一批重大事项、重大平台、重大政策和重大项目取得新进展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深圳奋力跑好“ ”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手机里要是没有十数个微信
群，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职场中
人。理论上，微信群是个好东西，
无论是信息分享、工作布置还是
感情联络，都有极大的便利。

但 是 林 子 大 了 ，什 么 鸟 都
有，一些微信群里吵架、互撕、谩
骂的现象屡见不鲜。广州两宗
相关案件的判决结果显示（见 8
月 16 日 本 报 报 道），群 主 对 此

“慢作为”“不作为”或要担责。
“群主苦，群主累，爱群守群心操
碎”，这是以前人们对群主的调
侃，但事实上绝不止于调侃。

微信群作为线上社区，相较
于线下群体，其黏性相对较弱。同
一个群的群友，现实生活中可能素
不相识，倘若发生龃龉，其心理压
力因陌生而趋于消亡，更容易丧失
应有的道德规范、法律尺度，上演
无理性、无底线的情绪发泄。

相关案件判决认为，群主比
一般群成员多出发布群公告、将
群成员移出群聊和解散微信群的
权限，故应在自己权限范围内预
防和阻止群内的侵权行为。按照
谁建群谁负责的朴素原则，这不
能说是一种苛求。比如，在一个
微信群里，倘若有成员公然发表
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有成
员传播淫秽视频，群主视而不见，
不及时采取措施，当然要负相应
的责任。攻击、毁谤他人，同样为
法律、道德所不容，群主负规范管
理之责，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微信
群就是一个小社会，因为每一个
微信头像背后都是一个活生生
的人，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
人的地方就有人渣。比如最近
大名鼎鼎的霍尊鼓捣的“沪上情
欲流”，光看群名就让人不明觉
厉。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
出墙来，荷尔蒙如浪如潮，溢出
了情欲溢出了沪上，淹没了霍尊
淹没了群友。作为群主，霍老师
确实太不称职了。

羊城晚报记者 李晓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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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主很忙：有人的地方就有人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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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先行示范

年周

2019 年 8 月 18 日，《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
区的意见》发布。因改革开放
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的深圳，
从此担负起更高的国家使命，
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
市范例不断前行。

新时代、新方位、新使命、
新作为。深圳以“闯”的精神、

“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全力
推动一批重大事项、重大平台、
重大政策和重大项目取得新进
展，城市的魅力、动力、活力、创
新力进一步彰显。

构筑高质量发展高地

随着各种新消费形式不断
兴起，越来越多自带流量的优
质消费品牌在深圳开设首店、
特色主题店等，吸引大批消费
者探店打卡，深圳首店经济如
火如荼。随后，深圳持续引进
一批高端消费品牌全球首店旗
舰店，推动文和友等网红品牌
开业，“首店之城”成效初显。

作为建设大湾区综合性国
家科学中心的核心承载区，光
明科学城已布局合成生物学、
脑模拟与脑解析等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已成“沿途下蛋”的“金
窝”。目前，深圳建立“基础研
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

技金融+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
生态链。截至 2020 年底，全市
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超 20 万
件，知识产权专利质押融资金
额达82.3亿元，居全国第一。

通过系统重构优化人才政
策体系，深圳形成“聚天下英才
而用之”良好态势。深圳海外
筑巢打造“人才飞地”，在波士
顿等人才集聚区建立海外创新
中心，在美国、日本、欧洲等地
设立海外高层次人才联络处，
提升跨区域跨国界参与人才资
源配置能力。截至目前，全市
全职院士 61人，各类国家重大
人才工程引进专家 667 人，高
层次人才突破1.9万人，留学归
国人员近 17万名，各类优秀人
才不断加速集聚。

城市魅力全方位提升

7月19日，深圳市中级人民
法院的工作人员将裁定书送到
了深圳市民梁文锦手上，深圳个
人破产条例首案裁定生效。

这是深圳建设法治示范城
市的生动写照，“让市场说话”

“规则说了算”，在这座城市深
入人心。深圳出台数据条例、
科技创新条例、知识产权保护
条例、个人破产条例等一批全
国首创性、引领性法规，并发
布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及减

轻处罚清单，完善对新经济、
新业态、新模式的包容审慎监
管机制。

位于宝安福海的全国首个
3D 打印景观广场近日已见雏
形，智能建造成为建筑业转型
的方向；像搭积木一样“组装”
地铁站，深圳地铁6号线支线二
期华夏站等 7座地铁站将采用
装配式施工建成。深圳以现代
化理念和绣花针功夫建设管理
城市，城市建设质量不断提升，
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
提高到 38%，绿色建筑面积居
全国城市前列。

去年 12 月份，深圳可视化
城市空间数字平台启用，构建
我国首个海陆一体化的三维时
空基准体系。深圳深入推进数
字政府和智慧城市建设，努力
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型城市特点
和规律的治理新路子。比如，
政务服务事项最多跑一次率达
99.9%，在国家网上政务服务能
力和智慧城市排名中连续两年
位居重点城市第一。

幸福感看得见摸得着

“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到教
师岗位”，这是当前深圳办好高
水平基础教育的一个工作出发
点。深圳提出到2025年新建学
位近百万座，其中公办义务教

育学位 74万座，同时规划布局
建设四大“高中园”，坪山高中
园正式开建。在医疗卫生方
面，深圳完善以 23家区域医疗
中心和20家基层医疗集团为主
体的整合型优质高效医疗服务
体系，全新体制机制医学科学
院建设全面启动。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自深
圳启动“十大特色文化街区”
建设以来，特色街区已经成为
遇见美好深圳、留住乡愁、传
承文脉的城市文化新载体。深
圳加快建设区域文化中心城
市，打造展现社会主义文化繁
荣兴盛的现代城市文明，全市
志愿者已达 200 余万人、志愿
组织 1.4 万个，在公共服务、矛
盾化解、基层治理等领域发挥
重要作用。

深圳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
坚收官战，上半年深圳 AQI 达
标率为 97.8%，PM2.5 平均浓度
为19微克/立方米，空气质量在
全国168个重点城市排名第6，
地表水 12 个国考断面全面达
标，159 个水体及 1467 个小微
黑臭水体动态消黑。

深圳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和改革发展
的出发点、落脚点，把教育、医
疗、文化、生态环境等问题一个
一个解决好，做好保障民生幸
福的时代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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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利班兵不血刃占领首都喀布尔，宣告
“战争结束”

详见A3、A4

广东省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实施
细则出台

高考招生或增加
双学士培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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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报告一例愈后复阳病例

活动轨迹涉及
广州南站和深圳北站

喀布尔机场传枪声
美国抛弃昔日“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