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7年10月1日创刊

2021年8月 星期六 辛丑年
七月十四

21 35℃
27℃

订羊晚请扫二维码岭南文博会欢迎您

责编/陆德洁 孙焰 美编/刘苗 校对/温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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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区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7℃到35℃，相对湿度55%到90%，吹轻微的偏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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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6号/全国发行8版

@街谈巷议

□林如敏

详见A2

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8月19日给
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边境村的老支
书们回信，勉励他们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引领乡亲们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
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读了来信，了
解到脱贫攻坚给阿佤山带来的深刻变
化，感受到了阿佤人民心向党、心向国
家的真挚感情，我很欣慰。

习近平指出，你们都是老支书，长

期在边境地区工作生活，更懂得边民
富、边疆稳的意义。脱贫是迈向幸福生
活的重要一步，我们要继续抓好乡村振
兴、兴边富民，促进各族群众共同富裕，
促进边疆繁荣稳定。希望你们继续发
挥模范带头作用，引领乡亲们永远听党
话、跟党走，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
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唱响新时代
阿佤人民的幸福之歌。

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地处祖国西
南边陲，是全国最大的佤族聚居县，当地

佤族群众素有爱国守边的光荣传统。党
的十八大以来，当地加快脱贫攻坚步伐，
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住
房安全、饮水安全、看病住院、子女上学
等都有了保障。到 2019 年底，该县 67
个贫困村、4 万多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近日，该县班洪乡、班老乡9个边境村的
10位老支书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
佤族人民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的情况，
表达了世世代代跟着共产党走、把家乡
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的坚定决心。

羊城晚报讯 记者王楠、郭
思琦，通讯员粤交警报道：记者
20日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
9月1日起，驾驶证电子化、二手
车异地交易登记、“交管12123”
APP核发货车电子通行码、交通
事故证据材料网上查阅等 4 项

“我为群众办实事”公安交管便
利措施将在全国分批推行。

在前期天津、成都、苏州 3
个城市试点的基础上，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等28个城市将推
广应用机动车驾驶证电子化。
通过全国统一的“交管 12123”
APP发放电子驾驶证，电子驾驶
证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办理交管
业务、接受执法检查时出示使
用，并拓展客货运输、汽车租赁、
保险购置等社会应用场景，为驾
驶人提供在线“亮证”“亮码”服

务，进一步简化办事手续资料，
提升证件使用便捷度，更好便利
群众办事出行。此措施在首批
28 个城市推广之后，将陆续在
全国范围内分阶段实施。

北京、石家庄、济南等 218
个城市将推行二手车异地交易
登记。其中，山西、广东、广西等
10个省（区）实现全省推行。

天津、广州、深圳、汕头等
70 个 城 市 推 广 应 用“ 交 管
12123”APP 核发货车电子通行
码，进一步简化申请手续，减少
纸质材料和来回往返，助力现代
流通体系建设。

河北等14个省（市）将推行交
通事故证据材料网上查阅。此
前，广东、上海、江苏等6个省（市）
已开展试点，此次再增加北京、天
津、河北等8个省（市）推广应用。

习近平回信勉励云南省沧源县边境村的老支书们

引领乡亲们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唱响新时代阿佤人民的幸福之歌

“双标”梦龙当三思而后行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闭幕

多项法律和决定表决通过
●个人信息保护法11月施行，明确不得“大数据杀熟”●法律援助法明年起实施，请求给付赡养费等可申请法援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对深入推进

农村厕所革命作出的
重要指示精神

李希主持会议

关乎
你我！

详见A2

梦龙冰淇淋在社交媒体上被
网友质疑中外用料不同，相关话
题引发热议。对此，企业相关负
责人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承认，梦
龙在欧洲用的是浓缩奶，在中国
用的则是复原奶。

梦龙“同龙异梦”，难怪一种
品牌吃出了两种口感。所谓复原
奶，通俗地讲，就是奶粉加水。同
一品牌的产品，却有这样的原料
差异，该负责人给出了运输困难、
大规模供应等理由。

好在现在的消费者不是那么
好糊弄的，智商在线的专家也还
是不少的。很快有专家指出，原
料不同、价格不同，梦龙在中国使
用复原奶，应该是出于成本的考
虑。一吨浓缩奶比一吨复原奶要
贵数千元。

原来如此。通俗易懂的解
剖，一剑封喉，再多的花言巧语也
比不上简单的加减算式有说服
力。专家还指出，梦龙的事并非
个例，很多进入中国的外资品牌

都存在类似问题。
也就是说，不少进入中国的

外资品牌都存在猫腻，对市场不
是一体化供应，而是区别对待，国
人消费的，大多并非品质同等的
产品。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专家
之言真不是危言耸听。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两字。知
道了真相的人们，要是认真琢磨，
义愤总是难免的。比如，人们会
朴素地追问：凭什么中国人就该
吃差的？中国人好糊弄？

尤其在社交媒体时代，个体
的消费体验，有可能瞬间生发为
一种集体情绪。不管什么品牌，
对此当有敬畏之心。匹夫之怒，
流血五步，但也有可能流血漂橹。

如你所知，中国人好糊弄的
时代早就一去不复返了。诸如梦
龙这样的“双标”企业，若还想葆
有庞大的中国市场，还真得三思
而后行，勿谓言之不预也。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黄宙辉 通讯员 南豆 图/羊城晚报记者 邓勃 实习生 陈磊

4项公安交管便利措施9月起在全国分批推行

穗深等28城推行电子驾照

“阅读点亮前行的路！”8月
20日，2021南国书香节暨羊城
书展（以下简称“南国书香节”）
正式开幕。记者从当日下午举
行的媒体交流会上获悉，本届南
国书香节，全省321个分会场联
展联动，超20万种参展图书线
上线下同步展示，200多名文化
名家或踏足南粤或做客云端，
464 场次文化活动润泽岭南
——大众化、多元化、立体化的
文化盛宴将带来满城书香。

321个分会场各具特色

据组委会办公室执行副主
任、广东新华发行集团副总经理
翁旭辉介绍，本届南国书香节立
足“挖掘地方优势、办出地方特
色”，分会场各具特色，让市民在
展览中也能体会地方文化。

广州 11 个区内有 16 家书
店参与“一店一特色”品牌联展
活动，涉及十余个内容主题，为
城市打造独特的阅读风景线。

作为书香节期间的特色
展，唐宁书店以八位爱猫的文
豪为主角，结合生活中常见的
猫咪形象，延伸出一系列阅读
活动。书店中营造了一个以
书籍、陈列、场景构成的立体
沉浸式氛围，使读者获得对文
豪的认识，与文豪“隔空互动”、
理解文豪作品，文学与人物呈
现更为立体，引导读者重读经
典文学。

与百余大咖云端互动

南国书香节进一步加强线
上线下融合，搭建“南国书香节
云平台”。今年的一大亮点是
开启云互动，打造“小书房，大
世界”，百位名人作家将走进自
己的书房或特色书店，通过云
互动，向广大群众推荐好书，邀
读者云端共品书香。

来自广东本土的近百名文
化名人、专家学者、作家、阅读
推广人将下沉到全省分会场开
展活动，通过讲座、对谈、沙龙、
签售等形式，围绕红色题材、岭
南文化、亲子教育、生活方式等
内容，深入书店一线，与广大群
众面对面交流。

广州天河购书中心一楼展厅，小读者沉浸在阅读中

《广东省中医条例》10月1日起实施

老百姓看中医更方便
中医人才培养更科学

详见A3

独家体验广东“智慧警犬幼儿园”毕业典礼

入学毕业实战考验重重
佛系狗狗要当警犬有点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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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道见A4

羊城晚报讯 记者孙磊、
黄宙辉，通讯员南豆报道：8
月 20 日，作为 2021 南国书香
节系列活动之一，2021“百旺
杯”华语手抄报大赛暨羊城晚
报手抄报创作大赛历届优秀
作品在广州四阅书店（东湖
店）展出(见下图)，展览持续至

22日。
作品展览以“以笔追梦·

学史启航”为题，展出历届优
秀作品及非遗系列手抄报共
32 幅。选手从身边事、家国
事中选材，用笔记录所见所
闻所想，分享收获与感受，通
过手抄报展现时代精神及社
会变迁缩影。

“2020 我是记录者”以旁
观者、参与者、同行者的角度
记录不平凡的 2020 年；以“我
们都是小小追梦人”、“为城
市代言”为题，共庆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我们这 40 年”主
题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以
及九运会主题等国家、社会
大事记等。

现场还展出了一组特别
的作品——2021 手抄报国际
赛区广州非遗系列手抄报，
由广州市美术中学学生绘制
的广彩、广绣、榄雕、牙雕、古
琴、珐琅等一套六幅，从非遗
工艺的特色、历程、故事等宣
传广东非遗文化，传承工匠
精神的主题。

“爸爸，这幅画上金闪闪
的。”一名小读者指向一幅非

遗作品，父亲张先生接过儿
子的话，“是呀，这个是广彩，
也叫广彩织金彩瓷，金碧辉
煌是它的特点之一。”张先生
表示，他的儿子对记者这一
职业很感兴趣，带着他来欣
赏手抄报作品是为了激发他
的创造力，增强表达能力，从
创作“小报纸”做起。

“羊城晚报手抄报创作大
赛”是羊城晚报公益教育品
牌项目，截至 2021 年已举办
26 届。手抄报组委会负责人
表示，手抄报大赛秉承“体验
文字魅力，享受办报乐趣”的
宗旨，鼓励同学们大胆书写
自己的心声、眼界和个性。

据悉，2021“百旺杯”华语
手抄报大赛暨羊城晚报第二
十六届手抄报创作大赛决赛
将在南国书香节期间，于8月
24日在广东科学中心举办。

今年大赛围绕中国共产
党建党百年，以“少年中国
说”为主题，鼓励青少年以手
抄报的形式，追溯民族复兴
潮流、寻找英雄故事、追寻红
色记忆、感悟革命精神、展望
中国梦蓝图。

羊城晚报讯 记者陈泽云报
道：8月 20日，省统计局发布了广
东前1-7月经济运行数据。数据
显示，1-7月，广东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 2.0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0%，两年平均增长 5.4%。整
体上，广东继续巩固拓展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经济运
行保持稳定恢复态势。

工业支柱产业增势好

1-7 月，广东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 2.0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0%，两年平均增长 5.4%。按
行业分，全省在产的 40 个大类
行业中，37 个行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其中 18 个行业增速超过
20% ；31 个 行业两年平均增速
为正。

支柱产业的支撑作用明显，
成为了工业稳定增长的核心力
量。支柱产业中，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
和器材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增加
值同比分别增长 5.8%、25.5%、
20.7%，两年平均分别增长 3.2%、
11.5%和4.6%。

传统产业则继续巩固：黑色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食品制
造 业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33.9% 、
13.9% ，两 年 平 均 分 别 增 长
12.8%、6.6%。

此外，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同
比 增 长 12.5% ，两 年 平 均 增 长
5.1%；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7.7%，两年平均增长4.5%。

按产品分，全省在产的工业
产品中产量增长面 78.6%。其
中，随着广东汽车产业在新能源
领域的深化布局，新能源汽车产
量同比增长 204.8%，锂离子电池
增长46.6%，表现亮眼。

专家指出，全省规模以上工
业呈现持续稳定复苏态势，广东
要抓住培育 20 个战略性产业集
群的机遇，抓好支柱产业、挖掘新
兴动能，聚焦制造业产业链供应
链的“卡脖子”问题进行精准政
策，实现创新驱动，促进工业经济
的高质量发展。

新基建投资表现亮眼

投资方面，1-7月，广东固定
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3.7%，两年
平均增长7.8%。

按投资领域分，基础设施投
资同比增长 3.9%，两年平均增长
5.6%；其中，新基建领域的互联网
和 相 关 服 务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123.9%，两年平均增长45.7%。

消费市场持续扩大

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下,消费发挥关键作用。1-
7 月，广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5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3%，两
年平均增长1.5%。

按消费类型分，餐饮收入同
比增长 38.6%，商品零售额同比
增长15.4%，餐饮消费持续恢复。

前7个月
规上工业
增加值超
2万亿元

以笔追梦，学史启航！
羊城晚报手抄报创作大赛优秀作品展来啦

2021南国书香节多元文化盛宴开席

200多位名家线上线下与你共品书香广
东

拜登提名前资深外交官伯恩斯
出任驻华大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