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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孙唯、实习生汤君妍、通讯
员江粤军报道：1月 17日，“2020迪拜世博会中华
文化馆艺术创意主题活动——‘广州美术学院走
进迪拜世博会’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

迪拜世博会中华文化馆艺术总监黄建成表
示：“据我所了解，这是国内首间高等艺术院校以
教育机构的身份出现在世博会的国际平台上，全
方位地展示院校教学科研学术成果。”启动仪式上
宣布，“广州美术学院走进迪拜世博会”主题活动
于1月25日在阿联酋迪拜中华文化馆开幕。活动
将以艺术教育为主线，以文化交流为导向，通过举
办“艺齐抗疫”作品图片展、“冰墩墩”设计成果展、
优秀教学成果展及学术研讨会等方式，在国际舞
台上讲述中国美术与设计领域的故事，彰显中国
力量，传递中国精神。

广州美术学院党委书记谢昌晶表示：以走进迪
拜世博会为契机，广美将近年来创作的能直击心灵、
具有显示度的作品呈现于世博会中华文化馆，相信
将有助于世界人民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变迁和心灵
世界，了解中国美术与设计教育的今天与未来。

黄建成表示，“广州美术学院走进迪拜世博
会”主题活动期间，还将以迪拜、广州、北京三地连
线方式举办学术研讨，汇集美术和设计前沿学者，
探讨因新冠疫情这一全球性事件而引起的美术和
设计深层次变化和积极应对方式。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豪、通讯员李莉报道：1
月 17 日，《南沙自贸片区对标RCEP CPTPP 进
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试点措施》（以下简称

《试点措施》）对外正式发布，这是全国首个以
RCEP、CPTPP双协定为对标标的制定的自贸试
验区集成性创新举措。

南沙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谢伟表示，《试点
措施》体现了南沙自贸片区在对标高标准国际
经贸规则上的先行一步，将是南沙率先实施更
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纲领性文件。

记者梳理发现，《试点措施》聚焦国家高度
关切的贸易自由便利、投资自由便利、要素流动
便利、金融服务、竞争政策和绿色发展 6 大领
域，精准对标RCEP CPTPP 条款，提出 17条先
行先试措施——

在贸易自由便利领域，RCEP、CPTPP 协定
除约定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减让政策外，对各国
货物贸易口岸效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并制定了
新的原产地规则。对此，南沙采取4项措施：探
索简化海关程序，提升港口、口岸信息化、自动
化水平；深化综保区监管方式创新，试点更加开
放的一线监管政策；加强与各国港口、海关对接
合作，加快信息互认、互联进程；依托全球溯源
中心，用活用好原产地累积原则，探索企业原产
地自主声明新模式。

在投资自由便利领域，南沙将探索放宽服
务业外资市场准入限制；进一步完善商事制度，
深化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的配套改革；创新
贸易知识产权保护方式，打造知识产权侵权预
警机制；引领全球互联网仲裁领域国际技术标
准制定，打造国际商事争端机制湾区品牌。为
境外投资者提供从准入到经营、从知识创新到
法律服务的全面保障。

在要素流动领域，南沙采取“建设离岸数据
中心、争取国家支持开展数据跨境传输安全管
理试点”及“先行先试更加便利的自然人跨境流
动机制”等措施，率先探索打造数字贸易发展新
模式和国际数据合作治理新规则，同时依托南
沙国际人才特区积累人才集聚新经验。

在金融服务领域，南沙以离岸贸易和跨境
投融资为两大抓手，以离岸贸易带动离岸金融
发展，探索打造南沙离岸贸易试验区，促进跨境
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提升本外币兑换和跨境
流通使用便利度，推动打造离岸贸易产业集群，
助力我国掌握商品全球定价权，同时深入探索
自贸区金融监管创新，推动区域金融合作。

在竞争政策领域，南沙秉承竞争中立原则
和精神，推动确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探索以
竞争中立为核心打造公平的外部市场竞争环
境，探索国有企业分类管理与改革，提升国有企
业在国际经贸往来中的竞争力，为我国进一步
强化公平竞争的国际形象开展路径探索。

在绿色发展领域，响应当前全球节能减排
的大背景和国家低碳经济战略，加强与 RCEP
成员国在农业领域的合作，南沙采取“发展低碳
经济、绿色经济，探索打造绿色自贸区”和“加强
现代农业国际交流合作和规则对接，探索打造
绿色农业自贸区”两条措施，为打造低碳经济下
的新发展模式，培育农业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
探路先行。

羊城晚报讯 记者许悦、实习生郑楠、通讯员粤
农轩报道：南粤出好米，广东丝苗香。1月17日下午
4时，广州地铁三号线的广东丝苗米专列正式发车。

丝苗米是广东特色农产品，米粒细长苗条、晶
莹洁白、米泛丝光、香味怡人。此次地铁专列首发
是广东丝苗米提升品牌美誉度和知名度，树立品
牌标杆积极“破圈”的重要举措。车厢内，通过手
绘形式，展示了丝苗米的生产标准化过程、现代机
械化生产、产业发展优势产区等元素，向公众传递
广东丝苗米的“六好”稻田理念。通过艺术化的表
达方式，将广东丝苗米品牌文化、饮食文化有效结
合，营造了美丽稻田与喜庆新年两种氛围，让市民
产生情感共鸣，全面提升广东丝苗米品牌影响力。

据介绍，广东丝苗米地铁专列将运行一个月，
地铁三号线人流量大，覆盖面广，欢迎广大市民朋
友乘坐体验和打卡分享。2018年，广东启动优质
稻战略，实施广东丝苗米振兴工程，成立广东丝苗
米产业联盟，现有联盟会员单位近200家，已建设
29个省级丝苗米现代农业产业园。

国内首间高等艺术院校
整体亮相迪拜世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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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想方设法让数据“多跑腿”患者“少走路”

坐地铁还能沉浸式体验稻田文化

三号线邀你打卡
广东丝苗米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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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徐振天 实习生 刘颖颖

农历虎年将至，广州的观虎胜地——广州
动物园较往常更热闹，大批热情游客到此观看
老虎。1月15日，广州动物园“老中青”三代老
虎饲养员相聚在这里，“虎爸虎妈”们向游客讲
述与老虎相处的趣事。

尝鲜直播 打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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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羊城晚报记者 罗仕
图/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

“刚在直播时，有客户看中了我
桔场最大的一棵年桔，卖了 800 多
块。”在广州市番禺区都那村年桔大
道上，桔农何凤玲兴奋地向该村党总
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江宇炳反馈道。

近两年，由于疫情影响，传统花
市取消，这给桔农带来巨大冲击。面
对危机，都那村通过以商带农、打造
“年桔文化之乡”品牌、尝鲜直播带货
等方式，提高品牌知名度，打通销售
渠道，帮助桔农渡过疫情难关。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张 华
通讯员 林伟吟

1 月 17日，星期一，中山大学
孙逸仙纪念医院人头攒动。照平
常计算，这一天的门诊量将会达
到 11000 余人次。住院部的工作
人员也是格外繁忙，在春运第一
天，出院的病人也非常多。

桔农何凤玲在自家桔场里检查年桔桔农何凤玲在自家桔场里检查年桔

从左至右从左至右：：二代二代““虎爸虎爸””梁汉明梁汉明、、一代一代““虎妈虎妈””
陈卫红陈卫红、、三代三代““虎爸虎爸””廖瑞章廖瑞章

两年多时间培育一棵年桔

在花城广州过年，每家每户都会摆放一
盆年桔，寓意“大吉大利”的好兆头。位于广
佛交界处的都那村，有着40多年的年桔种植
历史，不少市民春节家里的年桔便产自于此。

近日，记者走进都那村，一条500米长
的年桔大道从村口直通年桔生产基地，连
片的桔树上挂满了“金果子”。在年桔大道
的一侧，何凤玲正坐在自家桔场门口招揽
客户。十多年前，何凤玲从父亲手中接手
桔园，一家人以种植年桔营生。

在市民眼中看似平常的一盆年桔，背
后却是桔农们两年多的辛苦结晶。何凤玲
告诉记者，一盆年桔的种植一般需要两年
多时间，且种植过程中需精心打理，“我们
今年春节卖的年桔，是2020年底就开始培
育的。2020 年 11 月我们采摘桔苗在柠檬
树上进行嫁接，到了 2021 年 4 月、5 月，再

‘开苗’，也就是将嫁接的苗移入盆中培
育。在培育过程中，还要定期科学修剪、浇
水、施肥、杀虫，基本从年头到年尾都没得
休息，除了下雨天基本没休息过”。

今年年桔丰产又丰收

完成了种植工作，年桔的销售成为了

何凤玲需要考虑的问题。她告诉记者，一
般每年中秋节后，就开始了年桔预订销售，
元旦节后销售基本就进入了尾声。

“往年销售都挺正常，价格挺理想。就
这两年多，疫情冲击了年桔市场。“何凤玲
介绍，2020 年春节，虽然多地传统花市取
消，但桔农已经出货，未受到直接冲击，批
发商和零售商受到的冲击较大。2021年春
节，桔农面对直接冲击，“由于线下花市取
消，市场不景气，很多客户交了订金也要砍
价，甚至订金不要了，也不愿意来拿货。”

“我们桔农两年的投入才有一年的收
成，一年的收成还主要集中在春节前的一
两个月。”面对这样的情况，作为都那村的

“领头雁”，江宇炳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都
那村一方面邀请相关批发市场和大型企业
走访年桔园，同时联系联合岭南汇展示中
心，落实约4千平方米停车场给桔农作为年
桔摆卖点；此外，通过联合媒体机构，进行
网络直播带货，尽力减少桔农损失。

在去年“组合拳”取得成效的基础上，
今年都那村继续沿用了去年的举措。就在
上周，番禺区“线上花市”在都那村开锣，活
动通过直播向大家介绍都那村及讲解年桔
文化，并进行直播带货。

随着宣传推广力度的加强，近两年来，
都那村“年桔文化之乡”的品牌越来越响，
前来采购的批发商及市民也越来越多。

“今年是一个年桔丰收年，丰产又丰收，听
桔农反馈，目前订购率达到 70%以上。”江
宇炳说。

作为桔农，何凤玲亲身感受到了种种
举措带来的利好，“以前主要是省内深圳、
东莞、汕头等地的批发商来采购，今年北
京、天津、上海的批发商都来咨询我了，这
个月初我就寄货去上海了。同时广州市
区、佛山等周边地区前来采购的散客也越
来越多，今年我桔场九成的年桔现在已经
预定了。”站在成片金灿灿的年桔前，何凤
玲脸上露出丰收的喜悦。

床边结算服务，贴心！

当天，住在产科病房的李小姐要出院。
她 4天前入院保胎，治疗后胎儿情况稳定，
可以出院回家养胎。正当她担心办出院手
续要久候而身体吃不消时，早上 9点左右，
医院财务与资产管理部的一位工作人员就
来到了她的病床边，为她提供床边结算服
务，不用她楼上楼下跑了。

工作人员拿过李小姐的病历后，开始查
账，然后按流程结算。三五分钟后，就为李小
姐办理了住院缴费。坐在床边的李小姐说：

“在别家医院从没有享受过这样的服务，对我
这个孕妇来说，感觉特别的贴心、温暖。”

据记者了解，以往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
医院住院缴费只能通过收费窗口办理，这对于
没有家人陪护、独自前来保胎的产科住院病人
而言多有不便。为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提升
患者就医幸福感，医院派专人定期驻点产科病
房，实现了把住院服务窗口“搬到”病床边，让
患者住院更加便利、体验更加舒心。

及时答疑解惑，方便！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财务与资产
管理部副主任胡跃军向记者介绍，“从2021
年 5 月开始床边结算服务，截止到 2021 年

12月 15日累计为546人次办理了床边续补
缴费服务。‘床边结算’业务，只需提前一天
预约，第二天在病房里即可快速办理出院。
由于财务人员有限，我们都是利用工作之
余，额外提供这项服务，虽然目前只针对产
科患者，在信息系统支持下，下一步计划向
更多的科室推广这项服务。”

其实，有了“床边结算”业务，工作人员在
为患者结账的同时还可及时为患者答疑解
惑。胡跃军说：“一对一结算时，患者关于结
算情况、医保报销等内容有什么不懂的可以
现场咨询工作人员。若有问题，还可以直接
在科室与医生进行沟通，降低产生误解的几
率，减少医患纠纷，真正让患者体验到全程无
忧的治疗和智慧医疗的便捷服务。”

据了解，除了将结算服务窗口“前移”，
对于部分患者反映的“异地医保系统故障，
导致自己出院延迟”的问题，医院也进一步
优化异地医保结算流程。胡跃军说：“遇到
这种情况，可由财务与资产管理部采取先进
行预结算，让患者提供所需资料后便可出
院，大大帮助患者减少结算手续。待后
续医保系统恢复正常后，财务人员再上
传住院数据，完成正常结算手续。结算
完成后，还可根据患者需要提供发票
及住院清单邮寄服务，切实做到
让数据‘多跑腿’，患者‘少
走路’。”

一代“虎妈”30年养虎生涯

熟悉陈卫红的人都笑言：“养虎30年，她是名正言顺的
‘老虎乸’”。陈卫红是广州动物园的一代“虎妈”，同事见
到她也常称她“红姐”。1952 年出生的她，于 1972 年高中
毕业后就被分配到广州动物园工作，在门票班工作半年后
调入饲养班组，开始了她30年的养虎生涯。

退休后的红姐，还常常带着家人来到广州动物园，看
看一手养大的老虎和它们的后代。“我经常带女儿和外孙
女回来看老虎，很有意思，她们也很喜欢。”1月15日，红姐
带着外孙女坐在游览车上，近70岁的她风采不减当年，谈
起自己饲养老虎的经历，更是兴致勃勃。

红姐是广州动物园饲养老虎时间最久的饲养员。刚来
动物园的时候，她每月工资只有43元，家人曾因为工资低、
工作危险、需要她照顾家庭为由劝她离开动物园，但因为
热爱，红姐一直坚持在广州动物园养老虎。红姐向记者回
忆：“刚开始接到通知让我养老虎的时候，我也很害怕，二
十几岁的大姑娘怎么能不害怕，毕竟老虎看着是很凶的。
后来和老虎慢慢地相处，我就爱上了这个职业。”

二代“虎爸”保育幼虎留物种

“洛洛！”15日，梁汉明在广州动物园游览区隔着笼子
喊曾经饲养过的华南虎，“洛洛”闻声走到笼前，眼神一直
追随着这位曾经饲养过它的“虎爸”，鼻子里发出低沉的

“呼呼”的声音，像是在和久别重逢的老朋友打招呼。
今年62岁的“虎爸”梁汉明是广州动物园里哺育幼虎

最多的饲养员，也是动物园里多数老虎的“好朋友”。他
1979年到广州动物园工作，2020年 3月退休，其间当班长
约十年，人工哺育孟加拉虎1只、东北虎4只、华南虎4只，
共饲养过十多只老虎，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虎爸”。

“刚到动物园时我被分配到了食草动物区，2008年调
班之后才开始饲养老虎。刚开始我的家人觉得养老虎很
危险，于是我就跟他们科普，动物园的饲养规则很严格，只
要严格遵守就很安全。我们是不会直接接触成年虎的，幼
虎饲养到3个月以后就都要隔笼喂养。”梁汉明说。

“饲养老虎首先要懂饲养专业知识，最重要的是胆大
心细，有责任心和爱心。”记者了解到，在梁汉明及其团队
的努力下，2017 年，广州动物园时隔 15 年再诞华南虎，
2018年12月，华南虎“康康”的基因被带上太空保存。

三代“虎爸”专注华南虎行为观察

老带新是广州动物园饲养工作的传承方式，三代“虎爸”廖
瑞章是梁汉明的徒弟。廖瑞章自2012年起就在广州动物园工
作，饲养老虎10年，其间协助完成了圈养华南虎人工育幼技术
攻关，专注圈养华南虎行为观察，分析老虎的保育效果。

尽管老虎饲养员是一个需要经常与老虎近距离接触的
职业，但在廖瑞章看来，“即便是宠物，家猫家狗不拴好绳出
行都会有危险性，对于老虎这样的猛兽，危险性则会更大，
专业饲养员和一般人都是不建议与成年虎待在一起的。”

如今，廖瑞章还是广州动物园虎站的讲解员，他用自
己的饲养经历和专业知识向游客科普老虎的知识，传递着
保护自然环境、关爱野生动物的理念。廖瑞章说：“我十分
骄傲可以成为新时代的老虎守护人。”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把住院服务
窗口“搬到”病床边服务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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