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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珠海毗邻澳门、香港的
口岸城市特点，《条例》为珠港澳
联防联控提供了法律保障。应
急响应启动后，珠海与香港、澳
门特区政府加强沟通协调，共同
推进政策信息通报、救援协助、
应急资源合作、应急措施联动以

及人才交流等工作，保障珠澳、
珠港居民正常往来和经济社会
发展。

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处
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珠海市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雍灵表
示，《条例》的出台产生了积极

影响。一方面，推动完善口岸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联防联控工
作机制，构建覆盖海关检疫、
移民通关、分流转运、医疗救
治、社区管理、口岸卫生应急
等口岸全链条、全闭环防控体
系，提升一体化防控能力；另

一方面，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区域合
作，建立完善信息通报制度，
联合开展应急演练，实行应急
资源合作、应急物资生产联合
保障、应急预案对接、应急措
施联动。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闻、通
讯员禅公宣摄影报道：“爸！”尽
管迟到了 25 年，但一声简单的
称呼却依然情真意切，让期待已
久的老人瞬间哭成了泪人。11
月 23 日，在广东、福建两地公安
机关的共同努力下，两条“平行
线”终于“相交”，离散 25年的亲
人再次相聚。

离散25年终于寻回亲人

时间回到 25 年前。1997 年
4月，程先生、熊女士急匆匆地向
厦门市公安机关报警求助，称自
己不到6岁的儿子小洪（化名）在
厦门市湖里区一住宅小区附近走
失，夫妇二人在周边遍寻无果，希
望公安机关可以帮助寻亲。

当时，小洪跟着哥哥们一起
外出玩耍，期间独自回家换鞋。
然而，到了中午用餐时，程先生却
发现他不见了。原来，哥哥以为
弟弟跑回了家，家中的母亲以为
小儿子和兄弟们在一起，也就是
这样的“误以为”，让彼此间错
过，阴差阳错地演变成骨肉分离
的局面。

“弟弟失踪后，我们一直都没
有放弃寻找，只可惜没有任何消
息。”程先生的大儿子回忆，这些
年来家人们想尽了办法，公安机
关也作出了各种努力，但结果都
一无所获，“一直找不到小儿子，
全家人都非常伤心，每天都在想
他过得怎样，是否健康地长大。”
程老先生回忆，他们夫妻俩每天
对着小儿子的照片，陷入深深的
自责中。这一转眼便过去了 25
年，程家夫妇早已满头白发，但照
片里那个可爱的小男孩依旧是他
们的心头肉。

直到今年 6 月底，当他们接
到来自佛山禅城公安的电话，被
告知小儿子可能已经找到，需要
尽快见面进行最后确认，程先生
一家尘封多年的希望，终于被点
燃了。

两地公安接力确定
走失人员

今年 6 月初，佛山禅城公安
接到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发来
的协查请求，称当地公安机关通
过数据碰撞和调查走访，发现佛
山市有数名市民，初步符合市民
程先生和熊女士走失孩子的部
分特征，希望禅城公安能尽快开
展核查。

“25 年是漫长的，对于任何
一个家庭来说都无法轻易承受。
如果可以，我们愿意付出一切努
力，让这段等待画上句号。”接到
线索后，佛山禅城公安立即接力
开展寻亲工作。经过连续多日奋

战，民警从海量的信息中初步锁
定了居住在禅城区石湾镇的洪先
生，并仔细与他沟通了解情况，希
望获得有用的信息，推动寻亲行
动的进展。

但对于走失前的记忆，洪先
生已然模糊。他只记得，自己在
佛山市一个普通家庭长大，是家
中的独子，父母从小就非常疼爱
自己。年前父亲去世后，母亲一
直在佛山工作，直到退休。虽然
后来知道自己与父母并无血缘关
系，但彼此间的感情非常深厚，加
上要照顾母亲的缘由，洪先生并
未主动寻亲。直到禅城公安民警
找上门来，他寻亲的希望被点燃，
同意民警采集自己的DNA信息。

“就是他了！他就是程老伯
一直在寻找的人。”DNA 结果显
示，洪先生与程家夫妇存在血缘
关系。佛山禅城公安办案民警介
绍，发现这个线索后同事们都非
常兴奋，立即联系双方，第一时间
传递了这个好消息。

相聚一刻他们迎来
久违的拥抱

11月 23日，这是双方团聚的
日子。程先生在大儿子、女婿等
亲属的陪伴下，早早来到了禅城
公安澜石派出所。“这是他走失前
我们拍的全家福，还有他的个人
照，这是我当年印的寻人启事
……”程先生在等待过程中，用颤
抖的双手翻着自己多年来的“珍
藏”，说着说着眼泪已经开始在眼
里打转。

9时 30 分许，洪先生在民警
的陪同下来到认亲现场，听完佛
山禅城公安宣读亲子鉴定结果
后，程老先生终于按捺不住眼泪
哗哗地往下流，哥哥也紧紧地搂
住洪先生的肩膀，父子三人紧紧
拥抱在一起，而这个拥抱，他们足
足等了25年。认亲仪式上，家属
们紧紧握住民警的双手，并向佛
山禅城公安送上写有“千里寻亲
廿五载 感谢人民好公安”的锦
旗，感谢他们的努力和付出，“感
谢党和国家，也感谢警察同志，让
我在有生之年能见到儿子，我也
心满意足了。”程老先生激动地说
道。

“我有空会回老家找你们，和
大家一起吃饭聊天，也希望大家
能来我长大、生活的地方看看。
我现在挺好的，你们不用担心。”
洪先生说，养父母将自己视如己
出，现在家中只剩养母一人，他必
须尽孝。至于今后是否和亲生父
母生活，洪先生现在还没有想
好。程先生一家对此也非常理
解，程老先生坦言，以后会经常与
小儿子保持联系，不管他做什么
样的决定，自己都会支持。

羊城晚报讯 记者文聪报道：
11月24日，东莞市召开扫黑除恶
斗争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全市常
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总体工作
情况和战果成效。据悉，今年以
来，东莞共收网黑社会性质组织
1个、恶势力犯罪集团21个、涉恶
团伙165个，7名涉黑涉恶违法犯
罪分子投案自首。

据东莞市委政法委二级巡视
员、市扫黑除恶办主任杨天泰介
绍，三年专项斗争，东莞取得了丰
硕的战果。在全国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总结表彰大会上，东莞市 1
个集体、2名个人受到表彰，取得
了八大新成效。其中，行业领域
整治取得了新成效，例如，在信息
网络领域，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截至 10 月底，电信网络
诈骗警情数同比下降42.62%，侦
破诈骗案件数同比上升42.01%，
抓 获 犯 罪 嫌 疑 人 数 同 比 上 升
94.05%；在自然资源领域，开展
违规出让、转让、出租土地问题清
理试点工作，目前，试点镇已收回
54宗3670.66亩土地。

今年是扫黑除恶斗争常态化
运作第一年，东莞公安机关推进
成效如何呢？东莞市公安局党委
委员、副局长陈成枝称，今年1至
10月，全市公安机关先后打掉黑
社会性质组织 1 个、恶势力犯罪
集团 21 个、涉恶团伙（包含网络
涉恶团伙）165个，持续带动全市
违法犯罪警情同比下降18.06%、
刑事案件立案同比下降3.39%。

今年以来，东莞市中级人民
法院审结的涉黑恶案件聚焦在五
大行业领域，最典型的是祁钜锋
恶势力集团犯罪，属于金融放贷
领域犯罪。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党组成员、副院长陈少钢说，祁钜
锋及其同伙以“无抵押贷款”为诱
饵，吸引大量被害人借款，在收取

“砍头息”“手续费”等费用后，放
贷给被害人，其后通过限制他人
人身自由等非法途径追讨债务，
为非作恶，逐渐形成恶势力犯罪
集团。经审理，祁钜锋等人构成
敲诈勒索罪、诈骗罪、寻衅滋事
罪、催收非法债务罪，被判处十二
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为保障平远脐橙产业的
健康发展，平远县强化与科
研院校合作，对种苗繁育先
进技术加强研发和应用，在
脐橙产业园核心区建设了占
地 50 亩的脐橙无毒种苗繁育
基地，年培育 20 万株优质脐
橙脱毒种苗，从源头上对黄
龙病实施防控，令全县柑橘
黄 龙 病 发 病 率 从 2011 年 的
30%下降到 1%。

无毒种苗繁育，是平远
县以“全产业链”新思维发展
脐橙产业的重要一环。近 40

年的发展过程中，平远脐橙
形成集种植、贮藏、保鲜、加
工、销售等于一体的发展集
群。这几年，当地持续发力
脐橙“全产业链发展”，在脐
橙产业链的每个关键环节予
以赋能。

种植方面，平远县依托产
业园建设契机，全力推动脱毒
苗圃基地建设、标准化果园建
设、先进农业设施等，帮助脐橙
种植业实现现代化转型，突破
一个又一个发展瓶颈。品牌方
面，大力推进“平远橙”区域公

用品牌打造，同时加大“三品一
标”认定力度，注册“平远脐橙”

“平远橙”公共品牌专用标志2
个，建立完善“平远脐橙”地标
产品二维码溯源系统，并实行

“一企一码”，目前已有10家脐
橙龙头企业纳入溯源系统管
理。市场方面，依托平远县脐
橙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实现
脐橙鲜果、鲜榨橙汁的定制化
生产，NFC果汁畅销快消饮品
市场，提高了脐橙产业附加
值。今年，平远脐橙以总分第
一的成绩成功赢得擂台赛，获

得“2021年‘粤字号’农产品优
秀品牌”称号。

同时，平远县还通过集约
流转土地、连片种植奖补、完善
农业基础设施、推广标准化生
产等举措，推动脐橙种植规模
化发展。

一山果致富一方人，小脐
橙种出大产业。目前，平远县
脐橙种植面积为 5.04 万亩，年
产值超10亿元，已成为广东最
大的优质脐橙生产和加工基
地，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致富
果、摇钱树。

得知亲子鉴定结果后，程老先生喜极而泣

羊城晚报讯 记者赵映光、
王沫依，通讯员张元根摄影报
道：备受汕头市民群众关注的
省、市重点建设项目汕头中阳
大道项目再传喜讯——24日
下午，中阳大道控制性工程莲
阳河特大桥南岸引桥右幅桥面
完成最后一片T梁架设，实现
全桥贯通，这是继本月上旬主
桥合龙之后的又一施工节点，
比预期完成时间提前了6天。

据悉，由中交投资有限公
司投资建设的莲阳河特大桥
位于汕头市东部，在入海口
跨越莲阳河，全长1350米，双
向八车道，全桥共10联，包括
主桥、引桥及东西跨堤桥。

据介绍，莲阳河特大桥全
桥贯通后，项目部将全力推
进桥面系统及附属工程施
工，向全桥通车发起最后冲
刺。目前，中阳大道莱美路
以西道路及桥梁已全部完
成，莱美路以东的路基已基
本完成，全线全面进入附属
工程的施工，力争春节前通
车，全线建成后可有效缓解
莱美路线和金鸿公路的交通
压力，加快汕头市澄海区城
市化步伐，促进汕头市城区
一体化发展，实现城市空间
的扩容提质。

佛山禅城、福建厦门两地公安助力走失男子
与家人团聚

这声“爸”，他等了25年

东莞发布扫黑除恶“成绩单”

电诈警情数同比下降42.62%

《珠海经济特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下月起实施

情况紧急时可越级上报

年产值超10亿元 小脐橙种出大产业
无毒种苗繁育、标准化果园、定制化生产……梅州平远已成广东最大优质

脐橙生产和加工基地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危健峰 实习生 赖嘉华 通讯员 朱双玲 朱维佳 袁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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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线力争春节前通车

以橙为媒，以节
会友。梅州市平远县
日前举行了第十七届
脐橙文化旅游节，签
下购销 1.7 万吨脐橙
鲜果的大单。

近年来，在“全产
业链发展”思路指引
下，平远脐橙在种植、
保鲜、加工、销售等全
产业链环节，以电商、
产业园、品牌、标准
化、定制化等赋能助
力。目前，平远已成
为广东最大的优质脐
橙生产和加工基地，
每年产值超10亿元的
平远脐橙，“橙中之
王”美誉流传，成为名
副其实的乡村振兴
“致富果”。

平远是粤闽赣三省交界县，
处在世界最大的脐橙产业带
——粤赣脐橙产业带上。这里
土壤富硒、无霜期长，盈盈绿水、
巍峨群山孕育出了色泽鲜艳诱
人、果形大而饱满、口感浓甜芳
香的平远脐橙，其肉质脆嫩、鲜
甜可口，素有“果中佳品”“橙中
之王”美誉。每年11月，平远脐
橙即成熟采收上市，凭借上乘的
品质，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

自 2005 年举办首届脐橙

节以来，平远县大力推动脐橙
产业三产融合、扩散品牌效
应，已连续举办十七届脐橙文
化旅游节，对宣传推介平远脐
橙为主打品牌的系列农特产
名牌精品、促进农旅融合、助
推乡村振兴起到积极作用。

平远脐橙节成为擦亮苏区
平远名片、助推平远脐橙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节庆之一。
今年平远脐橙预计产量逾5万
吨，此次脐橙文化旅游节集中

签约就签下了购销 1.7 万吨脐
橙鲜果的大单，助力平远脐橙
扩宽销路，销往大湾区。

2006 年，平远脐橙被批准
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2019
年，平远脐橙入选首批广东省
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并以 14.1
亿元的品牌价值，在“粤字号”
区域公用品牌百强榜中排第
55 名；2020 年 6 月，平远脐橙
成功入选 2020 年第一批全国
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日前，

梅州市平远县脐橙产业园（扩
容提质）入选2021年第一批省
级特色产业现代农业产业园建
设推荐名单。

近年来，为拓展脐橙销路
和知名度，平远脐橙业界线上
线下结合打起了“新营销”组
合拳。

为扩宽销路，平远县李氏
家庭农场于 2018 年成立专业
电商公司，销售经营本地的新
鲜水果、土特产等名优农副产
品，2020年团队线上销售脐橙
67万斤，合计金额380多万元，

并与50多家农户、农场建立长
期合作模式，通过回收产品，统
一封装销售，全年实现 600 多
万元销售额。平远县奇士果业
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公
司目前拥有平远县面积最大的
脐橙种植基地，通过发展创新，
已逐步形成集脐橙种植推广、
农产品加工、科研创新和集成
示范等于一体的综合型脐橙发

展基地。
“开幕式当天上午，我们就

签约售出6000多斤脐橙，供不
应求。”在2021年平远脐橙节开
幕式上，梅州可其山公司总经
理林豪江等产业代表笑逐颜
开。活动现场举行了销售战略
及购销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仪
式，美团优选和梅州市脐橙协
会、中国邮政和梅州可其山公

司、梅州金宝树公司和平远县
奇士果业等十余家企业单位喜
结“良缘”。

据平远县农业农村部门统
计，平远脐橙在营销方面已覆
盖县镇村三级的线上线下销售
服务网络，有半数以上通过电
商渠道售往全国。近三年通过
电商渠道销售鲜果近 3 万吨、
销售额近4亿元。

连续17年办节，“橙中之王”品牌价值飙升

专业电商助力，“新营销”之路越走越宽

关键环节赋能，种植业实现现代化转型

在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常态化的背景
下，如何更有效地应
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成为了公众热议话题
之一。11月24日，记
者从珠海市政府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珠海
市将于12月 1日起实
施《珠海经济特区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其中，《条例》
提出建立情况紧急时
可越级上报突发卫生
事件线索的机制。

羊城晚报记者 郑达 朱嘉乐

《条例》共83条，分为总则、
应急准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
保障措施、法律责任、附则7章，
是珠海第一部提升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能力的综合性地方
法规。

值得一提的是，《条例》加
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
体系建设。具体而言，要求构
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
构、食安机构、动物防疫机构协

同监测机制，发挥专业机构“看
门人”作用；组建全市监测哨点
网络，构建多点触发机制，发挥
哨点的“前哨”作用；畅通单位
和个人隐患信息举报渠道，允
许紧急情况下的越级上报机
制；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
告系统和网络直报机制；完善
预警评估和响应制度，规范预
警信息发布、调整和解除。珠
海市卫生健康局局长徐超龙表

示，明确应急监测和准备的法
律依据，是《条例》的最大亮点
之一。

防疫物资储备是否充足，
也直接影响着疫情防控的效
果。对此，《条例》明确了卫生
应急物资保障的法律依据，要
求建立布局均衡合理的公共卫
生战略物资生产储备基地；制
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物资
储备目录；指定具备相关能力

的企业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物资的储备基地，实施社
会化储备。

徐超龙介绍，目前，珠海
市制定了 23 项防疫应急物资
储备目录，必备物资按照省最
低储备要求 2 倍实施储备。二
级以上医院的防疫物资储备
量至少满足 30 天满负荷运转，
定点医院中大五院按 90 天需
求储备。

明确应急监测的法律依据

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联防联控

平远脐橙喜获丰收

莲阳河特大桥 24 日全桥贯通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文，
通讯员曾彬、刘音伦报道：日
前，韶关（广州）离岸孵化器在
广州归谷科技园揭牌。

据介绍，韶关（广州）离
岸孵化器是韶关首个科技离
岸孵化器，主要是探索、建立

“研发孵化在广州、产业基地
在韶关”的前店后厂离岸孵
化模式，致力于打造对外宣
传、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合
作交流的重要平台。

韶关市提出，通过对科技
创新项目离岸孵化，引进一
批高端人才，培育一批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创新水平高、
竞争能力强的科技型企业，
围绕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
药、新材料、电子信息、大数
据等产业，实现 2021 年离岸
孵化器在孵企业（项目）20个
以上；到2025年，为韶关引进
创业项目及团队200个以上，
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 100 家
以上，引进和培育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50家以上。

韶关（广州）
离岸孵化器
正式揭牌

采摘脐橙，开心满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