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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孙绮曼报
道：8 月 16 日，广州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发布《2020年广州市交
通 发 展 年 报》（下 称《发 展 年
报》），对“十三五”期间的广州交
通发展和 2020 年交通运行情况
和发展趋势进行回顾与分析。

网约车共享单车成
重要出行选择

过去五年中，广州居民出行
需求如何变化？《发展年报》显
示，2019年全市公共交通占机动
化比例 44%，相对 2015 年提高
0.4 个百分点，其中轨道交通占
比增长4.5 个百分点。受疫情影
响，2020年全市日均机动出行总

量 2304 万人次，较 2019 年下降
5.9%。中心城区公共交通机动
化比例从 2019 年的 61%降至
2020年的51%。

在道路网结构方面，“十三
五”期间广州市全市道路里程达
11431 公里，中心城区建成区道
路网（不含街巷路）密度达到7.0
公里/平方公里。进出核心区
（环城高速以内）道路白天 12小
时交通量增长8.3%，其中南部走
廊增速最快，达到 19.7%。东部
过江桥流量增幅26%，高于中部
和西部过江通道，交通重心逐渐
东移。

地铁也迎来快速发展：地铁
通车里程增长 1 倍，实现“区区
通地铁”。运营线路从 2015 年

的 9条、266 公里增长至 2020 年
的 16 条、531 公里，站点从 139
座增加至 238 座，将轨道交通服
务延伸至外围区，实现了外围区
与中心城区的快速联系。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随着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约车、共
享单车正在成为市民重要出行选
择。2020 年网约车日均客运量
106万人次，与巡游出租车基本相
当，共享单车在疫情背景下日均
客运量增至153万人次，二者已成
为广州市民重要的出行方式。

《发展年报》指出，珠三角城
市群内的交互热度在全国城市
群中位列前茅。近五年，广州对
外出行量增长近50%，与湾区城
市的交通联系越来越紧密，达到

294 万人次/日，其中与佛山、东
莞分别占 60%、16%。可见，广
州与湾区城市交通联系紧密，广
佛同城化特征显著。

城区北部东西通道
加快扩容提质

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综
合性门户、“一带一路”重要枢纽
和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既要
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打造国内
大循环中心节点城市和国内国际
双循环战略链接城市，也要适应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城市交通
特征的变化，及时补强交通系统。

长达 60 公里的珠江口仅有
2座跨江大桥，陆域通道广深高

速等均已饱和，交通拥堵程度
高，中心可达性较差、时耗长，削
弱了广州都市圈功能。加快珠
江口跨江通道建设，强化与湾区
东岸城市直连，促进粤港澳大湾
区深度合作协同发展成为亟待
解决的问题。对此，广州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加快珠江口过江通道关键工
程建设，尽早打通主动脉，推进
大湾区交通一体化走前列。

在高速方面，自广佛肇高速
开通后，北部东西走廊道路交通
需求进一步增大，需开辟平行分
流通道，缓解北环高速、华南路
三期交通压力。未来，广州市也
将加快城区北部东西通道扩容
提质，缓解路网结构性拥堵。

羊城晚报讯 记者严艺文、通
讯员谢情报道：为方便老年人、学
生出入公交地铁等公共场所“亮
码”出行，以及老年人、儿童出入医
院就医“亮码”，记者8月 16日获
悉，广州羊城通公司自主研发了健
康码核验管理系统，推出羊城通关
爱通服务终端，市民持老年人优待
卡、学生（儿童）卡刷卡乘坐公共交
通、进入医院，即可核验穗康码。

据介绍，持老年人优待卡、学
生卡的市民搭乘广州公交、水巴，
刷卡时会自动核验健康码状态。
坐地铁时，持老年人优待卡、学生
（儿童）卡的市民，由工作人员通
过手持终端刷卡核验，可实时核
验电子记录，解决彩色打印纸质
健康码不实时、不易追溯的问题。

持老年人优待卡、学生卡的

市民前往医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刷卡即可登记个人健康码信
息。羊城通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为配合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等医疗机构、园区精准核验流
动人员，工作人员在羊城通关爱
通终端上刷卡（支持老年人优待
卡、学生儿童卡、身份证），或者扫
一扫身份证、输入身份证号码即
可核验穗康码。目前已在十余家
医疗机构使用，无需人工登记，大
幅提升出入管理效率。

此外，为方便儿童进入公共
场所“亮码”，羊城通公司在关爱
通儿童手表上首创加入健康码功
能。没有智能手机的儿童可以随
时随地一键“亮码”。接下来，羊
城通公司也将在羊城通老人手表
中加入一键“亮码”功能。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焕坤、
通讯员穗政数宣报道：家有2022
年高考“三侨生”的市民注意
啦！自 8月 16 日至 11 月 10 日，
广州市 2022 年普通高校入学考
试“三侨生”身份确认可在市政务
服务中心（珠 江 新 城 华 利 路 61
号）三楼综合窗口统一受理。普
通高考录取时，对确认为“三侨
生”的考生，将按有关政策规定，
在高考文化课统考成绩总分的基
础上加分投档，由高校择优录取。

“三侨生”是指报考普通高
校入学考试的考生本人属归侨
学生，或归侨子女，或华侨在国
内的子女。2022 年在广州市报
名参加高考的考生（含非本市户
籍），以及在广东省外报名参加高
考的广州市户籍考生，可通过广

东省政务服务网（http://www.
gdzwfw.gov.cn/portal/guide/
11440100007482663034407370
03000）或 广 州 侨 网（www.
gzqw.gov.cn）查询“报考普通高
校入学考试的‘三侨生’身份确
认”资料清单，并申请确认“三侨
生”身份。

符合条件的考生可本人或
委托他人，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
至 11 月 10 日（法定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00-5:00）前往
申请办理。2022年 1月底，审核
通过的“三侨生”名单将由广东省
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在广东省教育
考试院网站（http://eea.gd.gov.
cn/）上公示，广东省人民政府侨
务办公室在门户网站广东侨网
（www.qb.gd.gov.cn）上公布。

“医生，医生，快救救我的孙子吧！”8 月 12
日下午，吴阿姨（化名）抱着 1 岁多的孙子小金
豆（化名）跌跌撞撞跑向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以下简称省二医）的急救室。吴阿姨急得声
音都在发抖：“我刚好在看电视，一不留神，孩
子就把玩具吞了下去了，我抠也抠不出来，社
区医院说处理不了！”怀中的孩子已经脸色发
绀、呼吸微弱，急诊科的医生和护士立刻展开
生死急救。

环甲膜穿刺针、开口器、异物钳、鼻咽通
气管、心肺复苏设备……检查发现，小金豆的
咽喉部位卡有一个红色的五边形玩具，已经
完全堵塞了气道。更糟糕的是，因为气道的
负压作用，异物被牢牢吸在里面，难以取出。

时间一秒一秒过去，小金豆因为缺氧，出
现了意识丧失，心跳和呼吸也停止了！省二
医急救科医护人员当机立断，迅速为小金豆
进行小儿心肺复苏术抢救，同时不断尝试不
同的办法取出物体。经过 7 分钟的抢救，卡在
小金豆气道里的物体终于用异物钳取了出来
—— 一 个 直 径 长 达 3.5 厘 米 的 塑 料 花 瓣 玩
具！玩具取出后，医护人员持续为小金豆进
行心肺复苏。两分钟后，小金豆的心跳和脉
搏逐渐复苏，青紫的口唇和脸蛋儿转回红润，
呼吸也慢慢恢复了。随着小金豆的一声啼
哭 ，所 有 医 护 人 员 悬 着 的 心 终 于 落 了 下 来
——抢救成功了，他们把小金豆从死神手里

“抢”了回来！
从“鬼门关”前走了一遭的小金豆从急诊

抢救室出来后转送至儿科住院治疗，目前恢
复良好。“太感谢所有参加抢救的医护人员
了！”吴阿姨泪眼婆娑，紧紧地抱着小孙子。

羊城晚报讯 记者董柳，通讯员柯学、姚
晓琳报道：疫情期间，买不到回国机票，他这
波“骚操作”，把自己“送”入牢房。16 日，广
州中院公布了这宗案件审理结果：行为人被
判刑四年。

去年 6 月初，17 岁的小陈滞留在国外疫
情重灾区，因无法买到回国机票而产生不满情
绪。冲动之下，他向国内某航空公司发送威胁
邮件，并在境外网站购买攻击套餐，利用DDOS
（黑客通过远程控制服务器或计算机等资源，对
目标发动高频服务请求，使目标服务器因来不
及处理海量请求而瘫痪）等攻击手段，多次、持
续攻击某航空公司客票等计算机系统。

此次黑客入侵，造成某航空公司对外服
务网络全部瘫痪，包括客票业务、微信直播平
台销售、机场旅客服务、飞行、运控等系统无
法正常运作，导致为5000余万用户提供服务
的客票等计算机系统不能正常运行达4小时，
给某航空公司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与负面网
络舆论评价。

同年7月，归国的小陈在广州一酒店办理
解除隔离手续时，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后，
小陈如实向公诉机关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对
指控的事实和罪名均没有异议。

广州市白云区法院一审认为，小陈无视
国家法律，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
功能进行干扰，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
常运行，后果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破坏计
算机信息系统罪。考虑到小陈犯罪时已满十
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依法应当减轻或者从
轻处罚。综合考虑小陈犯罪行为的性质、情
节、危害后果及认罪态度，判决小陈犯破坏计
算机信息系统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一审宣判后，小陈不服判决，提起上诉。
广州中院经审理后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

羊城晚报讯 记者王楠、郭思
琦,通讯员交宣报道：8月16日下
午，广州交警召开关于全面整治
机动车乱鸣喇叭交通违法的新闻
发布会。记者了解到，广州交警
今年来共现场查处乱鸣喇叭交通
违法740多宗。

据介绍，广州交警组建了整
治乱鸣喇叭工作专班，坚持常态
打击和专项整治相结合的方式，
白天重点在交通繁忙路段、施工
拥堵路段，晚上重点在车流、人流
多的路段，对乱鸣喇叭行为予以
坚决整治。

经过全面摸查，广州交警确
定20条路段为全市乱鸣喇叭重点
整治路段，以点带面开展针对性执

法。与此同时，广州交警不断强化
科技运用，在广州市道路上布下执
法整治的“天罗地网”，在中心城区
范围内部署了11套鸣笛抓拍电子
警察设备，对鸣喇叭违法行为进行
辅助取证和分析研判。此外，不断
创新管控模式，进一步拓宽手持移
动缉查渠道，研发建立噪声车辆管
理名单库，今年以来共采集近
6000 宗相关违法数据，并录入
PDA警务终端系统进行提示，为
警力部署和查处相关违法行为提
供强大技术支撑。

下一步，广州交警将继续保
持对机动车乱鸣喇叭的整治力
度，努力确保广州市交通安全、有
序、畅通。

加快珠江口过江通道建设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发布《2020年广州市交通发展年报》

买不到机票回国
找黑客攻击航空公司

17岁的他获刑4年

今年来，乱鸣喇叭被查处740多宗
广州交警将持续对机动车乱鸣喇叭的整治

老人优待卡学生卡
嘀卡即可“亮码”

广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统一受理
2022年高考“三侨生”身份确认

1岁小儿误吞塑料花
心跳呼吸都停止了
7分钟急救“抢”回一条命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客不断借
溯源问题搞政治操弄，对美国自身早
期病例和生物实验室的重重疑云避
而不谈。目前，已经有很多线索显
示，新冠病毒可能在 2019 年年底之
前已在美国多地出现。多国媒体、专
家等纷纷表示，美方应拿出透明、负
责态度，公布并检测早期病例数据，
允许国际社会彻查德特里克堡和美
国在海外200多个生物实验室。

“究竟有多少人被误认为
流感或肺炎患者，而实际是新
冠病毒感染者？”

2019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的一些
公共卫生事件疑点重重。据多家美国
媒体报道，美国威斯康星州2019年 7
月大规模暴发“电子烟肺炎”并席卷多
州，患者肺部CT部分区域呈现团状模
糊的白色，呈现“大白肺”状态，与新冠
肺炎症状极其相似。英国广播公司
2019年 9月称之为“美国电子烟肺病
潮”，“病人症状包括咳嗽、气喘、疲倦，
部分人曾经呕吐或腹泻”。

2019年 7月，弗吉尼亚州发生不
明原因呼吸系统疾病，靠近马里兰州
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两家养老院
出现不明原因导致肺炎的呼吸道疾
病。2019年9月，马里兰州报告称“电
子烟肺炎”患者病例数增加了一倍。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报告
说，自2019年 7月开始，已有2807人
感染“电子烟肺炎”，死亡 68 例。高
烧、干咳、呼吸困难、全身无力、磨玻
璃状“白肺”影像——医生对病人的

描述与新冠肺炎症状几无差别，且致
病原因未知。但2020年2月份新冠肺
炎开始流行后，疾控中心就停止了对

“电子烟肺炎”相关数据的统计。另据
美国媒体报道，2019年7月，弗吉尼亚
州一家养老院曾经出现症状与新冠肺
炎高度相似的“呼吸系统疾病暴发”。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
“电子烟肺炎”是新冠肺炎疫情之前
“美国的关键公共卫生危机”，“然后我
们停止讨论这件事”。据估计，美国
2019 年冬季至少有 3200 万流感病
例。生物学领域著名研究机构斯克里
普斯研究所的遗传学家埃里克·托波
尔2020年 4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质疑：

“究竟有多少人被误认为流感或肺炎
患者，而实际是新冠病毒感染者？”

“美国很可能更早就出现
了罕见的零星病例”

关于美国疫情早期病例数据的
疑问也有很多。美国官方数据显示，
美国2020年 1月 21日报告首例新冠
肺炎病例，2020 年 2 月 29 日报告首
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美国《棕榈滩邮报》和《迈阿密先
锋报》日前披露说，佛罗里达州卫生部
网站曾发布当地2020年1月和2月出
现新冠肺炎症状或新冠病毒检测结果
为阳性的 171名患者数据，然而这些
数据于2020年 5月 4日晚被删除，后
来该州卫生部发现删除数据导致病例
号中断，又不得不恢复相关数据。

美国疾控中心研究人员 2020 年
11月在美国《临床传染病》杂志上报告

说，他们检测了美国红十字会2019年
12月 13日至 2020年 1月17日期间采
集的7389份血液样本，结果发现其中
106份含有新冠病毒抗体。美国疾控中
心呼吸道病毒免疫学团队首席研究员娜
塔莉·索恩伯格表示，这些研究前后一
致，“美国很可能更早就出现了罕见的
零星病例”。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血液
样本显示，美国 5个州出现新冠肺炎
的时间比人们之前了解的要早，有人
在 2019 年 12 月就已感染这种病毒。
有媒体报道称，这一检测结果出来后，
美国政府高官以“干扰对华溯源工作，
对美国国家安全不利”为由叫停该溯源
调查项目，封存了2020年1月2日以前
的血液样本，不再检测。

“国际社会必须了解真相”

连日来，多国专家和媒体纷纷发
声，支持对美国、对德特里克堡生物
实验室进行溯源调查。该实验室曾
是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一
个站点，于2019年 7月突然关闭。报
告显示，这个特殊的实验室储存了各
种致命病毒，如埃博拉、天花、非典、
中东呼吸综合征和新型冠状病毒等。

菲律宾—金砖国家战略研究所
等多家机构近日联合举办线上论坛
暨《种族主义病毒无疫苗可用》新书发
布会。多名学者就新冠病毒溯源问题
发起网络联名请愿，呼吁国际社会扩
大调查范围，尤其应调查美军德特里
克堡生物实验室。目前网上签名请愿
仍在开展，引发各界广泛关注。

请愿发起人之一、曾任菲律宾驻
美国大使馆新闻官的帕格利纳万发
布 新 书《种 族 主 义 病 毒 无 疫 苗 可
用》。帕格利纳万表示，各国应当以
科学态度对待疫情相关议题，而不是
施加政治干预。另一名请愿发起人、
菲律宾专栏作家劳拉尔表示，由世界
卫生组织牵头的新冠病毒溯源应当
扩大调查范围，纳入德特里克堡生物
实验室。很多与会者表示，美国应开
放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调查，回应
世界对病毒溯源真相的强烈诉求。

活动发起的网上请愿书表示，德
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至今仍是世卫
组织专家不能忽视的一个谜，种种迹
象表明该实验室“非常危险”。菲律
宾网友评论称，“美国甩锅武汉实验
室，就是为了分散人们对德特里克堡
的注意力”“美国不择手段拒绝世卫
组织调查，就是怕更多的黑暗秘密暴
露”“国际社会必须了解真相”。

南非民主独立党主席、开普敦市
议员安瓦尔·亚当斯日前在当地主流
媒体《星报》等发表评论文章，批评美
国部分人将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并
认为世卫组织应考虑对美国德特里
克堡生物实验室进行溯源调查。

俄罗斯《劳动报》评论员米哈伊
尔·莫罗佐夫日前在俄自由媒体网发
表文章指出，一些美国病毒学家和官
员曾多次承认，在中国出现疫情之
前，美国已有新冠肺炎死亡病例，但
该情况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世卫组
织专家组应前往美军德特里克堡和
美方遍布全球的生物实验室展开调
查。 （《 人民日报 》）

美国应解开自身重重疑云
近来，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陡增，疫

情形势再次恶化。即便如此，美国两党仍
围绕抗疫政策措施争论不休，联邦政府与
地方政府公开相互指责。美国的抗疫乱象
折射出制度失灵的深层次问题。在党派极
端对立、政治高度极化、社会严重撕裂的背
景下，美国长期以来自得的制度设计演变为

“否决政治”，“美利坚合众国”变成了“散装
美国”，最终酿成抗疫失败的苦果。

疫情肆虐美国各地，50 个州全部进入
“重大灾难状态”，严峻的形势客观上要求
美国整合所有公共卫生资源、动员全社会
力量进行应对。但现实是，从核酸检测、佩
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居家隔离、注射疫
苗到医疗战略储备分配、紧急纾困法案等，
美国两党、不同层级权力机构不思同心合
力抗疫，却纷纷利用所谓制衡体制带来的
行一己之私的“便利”，让政治私利裹挟抗
疫大局，造成“散装美国”的抗疫格局，酿成
至今超过 62 万民众丧生的惨剧。正如美
国媒体所指出的，这是“美国式失败”。美
国《时代》周刊杂志文章更是直言，美国的
整个“政府体系”需要为悲剧负责。

三权分立向来被美国政客冠以“权力
制衡、自我纠偏”的光环。然而，疫情面前，
美国在内政、外交以及国际抗疫合作上种
种反科学的不智之举充分显示，这种制度
设计非但没有发挥“纠偏”作用，反而在
日益激烈的党争中异化为权力斗争的舞
台。去年，美国两党出于长期练就的“政
治本能”，都将疫情应对措施与即将举行
的大选联系起来。他们首要考虑的不是
能不能有效控制疫情，如何最大限度救
治民众挽救生命，而是如何对本党选情
有利，如何甩锅抗疫不力的责任。一年
多来，两党在诸多议题上一再缠斗，长时
间拉锯扯皮，浪费宝贵的时间窗口。在美

国三权分立架构中号称“独立”的司法系
统，也不能避免卷入党争，被美国学者批评

“没有为如何处理公共卫生危机树立良好的
榜样”。

因为被不同党派控制，美国联邦、州
和地方三级政府相互攻讦、推诿责任是
常态。上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共和党控
制的联邦政府与民主党执政的“蓝州”冲
突频发，不仅相互争夺抗疫物资，还屡屡
执行截然相反的抗疫政策。这种混乱状
态充分反映出美国政客利用固有体制最
大化自身政治利益的本质。

本届美国政府上台后，民主党控制的
联邦政府和共和党主政的“红州”之间依然
深陷冲突。激烈的政治缠斗在各个州内部
也在不断上演。2020 年 7 月，佐治亚州的
共和党州长曾对该州最大城市亚特兰大市
的民主党市长提起诉讼，试图阻止市长颁
布的“口罩强制令”。如今在得克萨斯州，
达拉斯县的戴口罩令也面临州政府挑起的
官司。美国媒体人法里德·扎卡里亚指出，
美国之所以未能有效控制疫情，主要是因
为“美国联邦制权力分散”。

疫情应对需要合力，“散装美国”必然
导致美国疫情应对支离破碎、混乱不堪。
深入观察美国抗疫乱象，有一点确定无疑，
那就是美国政客关心政治私利大于民众生
命健康，这无疑是对他们一向标榜的“民
主”“人权”的最大反讽。美国著名政治学
者弗朗西斯·福山指出，疫情“加剧了美国
的政治极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
极化很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当前，美国
政客对“散装美国”这样的深层次问题依然
熟视无睹，一门心思甩锅推责，只会让美国
政治更加极化、社会更加撕裂，只会让本国
民众付出更大代价，只会给全球抗疫造成
更大威胁。 （《 人民日报 》）

“散装美国”酿成抗疫失败苦果
□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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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7 分钟急救，医护人员从 1 岁小儿的咽喉部取出了一个花瓣样
的塑料玩具 图/医院提供

病毒溯源

方便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