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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峰）“面对即
将到来的新学期，广大学子要尽快调
整状态，避免出现不适应。”4月 10
日，市五小副校长严洁敏接受采访
时，希望广大学子能及时调整生活习
惯和学习习惯，以尽快适应即将到来
的新学期。

市民张先生日前担忧地告诉记
者，他今年读五年级的儿子梓欣自从
春节后就养成了睡懒觉的习惯，每天
晚上 12点才睡，一直睡到中午 11点

多。他和妻子又要上班，根本没有时
间去管理孩子的作息。张先生说，这
次疫情防控造就了“史上最长寒
假”。孩子在家除了上网课外，只要
家长不在家，就会玩手机、看电视，基
本处于“自由状态”。所以，这种习惯
必须马上纠正，否则一旦开学会很不
适应。家长刘先生也遇到了同样的
情况，两个孩子利用上网课的手机和
平板电脑玩游戏，让他头疼不已。“手
机还必须要给他们，有时却真的管不

了。”刘先生无奈地说。记者发现，由
于疫情防控需要，部分孩子很少出
门，缺乏锻炼，体重增加的比较常见。

严洁敏认为，上述情况在近一两
个月比较常见，我省的大中小学开学
时间已大致确定；这次开学，可以预
见学习任务会比较重，家长必须认真
重视孩子的“开学前准备”。第一是
控手机，严格管理手机的使用，非“网
课”时间一律将手机收回，建立家庭
监督机制，促使孩子在使用手机上形

成自觉和自律；二是调作息，家长必
须帮助孩子形成早睡早起的习惯，否
则开学后孩子会很不适应，甚至会
赖床及上课犯困，影响学习；三是
练身体，引导孩子居家锻炼，仰卧
起坐、原地抬腿等都可以，每天保
持半个小时以上的运动，增强体质
和免疫力。严洁敏说，中学生及大
学生同样需要自律，特别是作息时
间一定要控制好，合理分配学习时
间，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复学复课在即及时引导孩子收心
专家建议：控手机、调作息、练身体

新冠肺炎疫情给 2020 年的开学
季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困难”。日前，
省教育厅发布了全省各级各类学校
学生自 4 月 27 日起分期、分批、错峰
返校的通知。

笔者注意到，当前疫情防控形势
依然不能放松，对于延迟开学，许多
家长和学校也表示理解。然而，在正
式开学前这段时间里，学生应该如何
做好书本学习，家长又该如何督促学
生完成功课？这应该是许多家长和
学生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据了解，为应对延迟开学，我市

教育主管部门要求各地、各学校做好
开学前网络教学准备工作，加强学生
居家学习期间的管理指导，做到疫情
期间保障教师在家停课不停教，学生
在家停课不停学，最大限度减少疫情
对中小学教育教学的影响。

笔者认为，特殊时期要有特殊对

策，要理性看待“停课不停学”。受疫
情影响，今年全国高考推迟了一个
月。对于将要中考或高考的孩子来
说，尤其是高三的学子，时间紧张，每
天都在争分夺秒。越是在关键的时
候，越要沉得住气，树立成熟理性的
心态，平心静气地做好各项备考工

作。学生既要做好自我防护，又要做
好开学前的自主学习；家长既要引导
孩子树立起自信心，又要积极督促孩
子按时完成每天的学习任务；学校要
做好网络授课工作，还可以通过微
信、QQ等网络工具，加强和家长、学
生的沟通联系，推荐合适的线上课程
来指导学生的学习生活。

一年之计在于春。家长要科学合
理安排孩子假期的学习生活，孩子要
自觉增强学习的积极性，充分利用假
期这段宝贵时间，主动按时完成每天
的学习任务，让自己每天都有进步。

理性应对复学复课
陈锐兵

本报讯（记者 陈锐兵 通讯
员 梁娟谕） 4月12日，记者了解
到，为更好支持中小微企业复工
复产，帮助中小微企业解决因疫
情影响面临短期融资难问题，新
兴农商银行成功上线“极速贴现”
业务，成为粤西片区第一家、全省
第三家上线“极速贴现”业务的机
构。

据了解，由于传统票据直贴
业务存在放款慢、手续繁琐、客户
体验度差等问题，该行及时推出

“极速贴现”业务，这是一款能极
大提升放款效率、提升客户体验
度，解决传统票据直贴业务问题
的产品。

该行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
产业转移的逐步发展，新兴县的
工业园区、制造业等小微企业对
票据业务的需求在不断增加，银
行认识到票据业务能够以结算带
动融资，是解决当前中小微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的“金钥匙”。
为此，银行在 2019年 11月开始
先后上线票据直贴业务、票据承
兑业务，以有效缓解中小微企业
融资困难，切实满足企业的金融
需求。

该负责人说，“极速贴现”业
务的上线，可以有效缓解当地中
小微企业短期融资难问题，客户
签约开通产品后，便可在企业网
银查看票据贴现价格，提交“极速
贴现”申请，由省联社票据系统进
行线上业务接收、审核和放款全
流程自动化处理，贴现款项秒级
到账。

新兴农商银行推出“极速
贴现”业务

解决中小微
企业融资难

本报讯（记者 周洲 通讯员
胡碟 曾颂殷）近日，云安区白石
镇白石派出所仅用 1个多小时，
便快速侦破了一起辖区入室盗窃
案件。

4月 1日中午 11时 45分，白
石派出所接到廖先生报警称：其
放在住宅二楼睡房的散钱3200元
被盗了，请求出警处理。接报后，
该所民警马上赶赴现场，依法展
开调查，民警发现案发现场有被
撬烂的痕迹，随即围绕案发现场
进行走访调查。经调查发现，有
盗窃前科的梁某娣（女）有重大作
案嫌疑。该所负责人遂带队前往
嫌疑人家中展开抓捕，梁某娣获
悉到自己的行为被人发现，企图
在其住宅的无人居住屋躲藏，但
仍被民警细心发现，并当场抓获。

经现场对其审讯梁某娣供
述了其4月1日中午11时许到白
石镇西圳村委圳下围村入室盗窃
了3200元的犯罪事实。此外，嫌
疑人梁某娣还交代了其参与了在
白石镇圩街、民福村委入室盗窃
的犯罪事实。

目前，公安机关已成功起获
赃款3200元，嫌疑人梁某娣已被
公安机关依法作出刑事拘留处
理，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

女子入室盗窃
1小时即被擒

本报讯（通讯员 赖鉴其）为保
障集贸市场与医疗卫生单位计量器
具性能准确，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部署在今年3月
至8月开展计量恵民进市场进医院
活动，对集贸市场和医疗卫生单位
的计量器具进行免费强制检定。

这次免费强制检定范围是经市
场监管部门核准登记的主营农副产品
交易的集贸市场内用于贸易结算的秤
（不含杆秤，最大秤量不大于 60 公
斤）、公平秤；基层医疗卫生单位在用
强检计量器具：体温计（电子体温计、

红外耳温计）、血压计（表）、验光仪器
（验光仪、验光镜片组、角膜曲率计）、
心电图仪（机）、脑电图仪（机）、多参数
监护仪、焦度计、眼压计、听力计、天
平、秤（用于药品称重的戥秤、电子秤、
台秤、案秤，不含体重秤）、压力表等。

据悉，我市每年都把开集贸市
场和医疗卫生单位免费检定工作作
为计量惠民的实事来抓，其中 2019
年对我市 93家集贸市场和 83家医
疗卫生单位在用的 8710台（件）计
量器具进行免费检定，免收检定费
用104.1万元。

我市开展计量惠民进市场进医院活动

对计量器具免费强制检定

本报讯（记者 游思明 通讯员
刘国伟）据国家统计局云浮调查队
调查资料显示，3月份，我市居民消费
价格总水平环比由上月的上涨0.8%
转为下降2.0%；同比上涨7.2%。八
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环比指数“一升
五降二平”。其中，衣着类环比上涨
0.1%；食品烟酒类环比下降4.0%，交
通和通信类下降3.1%，居住类下降
0.3%，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下降0.2%，
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下降0.1%；医疗
保健类、教育文化和娱乐类均持平。

据分析，食品价格环比下降
5.4%。3月食品价格大幅下降，主
要受到鲜菜、畜肉价格下降带动。
由于农贸市场鲜菜、畜肉以外地供
应为主，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状况持
续向好，复工生产与运输供应不断
恢复，鲜菜、畜肉价格逐步回落。其

中，鲜菜价格环比下降15.7%，影响
总指数下跌0.6个百分点，大部分鲜
菜价格环比降幅在10%以上，丝瓜、
莲藕降幅均高于 30%；猪肉价格环
比下降 9.0%，影响总指数下跌 0.8
个百分点；牛肉、羊肉、畜肉副产品、
其他畜肉及制品环比分别下降
0.4%、0.7%、9.4%、1.5%，合共影响
总指数下跌0.2个百分点。

交通类价格环比下降 4.9%。3
月交通类价格下降表现在两大方
面：一是受疫情因素影响，国内飞机
票价格普遍走低，环比降幅达到
49.7%，影响总指数下跌 0.2个百分
点；二是受国际油价下跌影响，国内
成品油批发行情呈现下滑走势，汽
油、柴油价格均下调，环比降幅分别
为 11.1%、12.1%，合计影响总指数
下跌0.2个百分点。

我市3月CPI环比下降2.0%

本报讯（记者 林峰）近日，有
市民向本报反映，市区有人直接把衣
服晾晒在公共场所，影响了市容环境
和小区的居住环境（如图）。有市民
认为，我市目前正在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大家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共创
美好的生活环境。

“连续多日下雨，衣服晒不干，大
家都着急，缺太阳光，但不能缺文
明。”市民刘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云
浮这段时间阴雨绵绵，阳光稀缺，很
多市民晾晒在自家阳台的衣物无法
晒干，甚至会散发出一种“霉味”，大
家都很着急。但是，我市目前正在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每一位市民都应该
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细节做起；
不能方便了自己，恶心了别人。

刘先生说，把衣服、被褥晾晒在
公共场所，不仅影响了生活环境，更会
给孩子造成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更有甚者，居然把自己的内衣裤直接
晾晒在公共场所的护栏及文体设施

上，令人尴尬。个体工商户卢小姐认
为，如果大家都把公共场所当成自家
阳台，情形真的不堪设想。所以，希望
个别市民自己多想想办法，例如分批
晾晒、分批洗涤等，避免一次洗涤大量
的衣服和被褥。同时，内衣裤等可以

用电吹风等设备快速烘干，完全不必
晾晒在户外；大件的被褥可以在楼房
的天台进行晾晒。只有我们每一个人
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才能为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出一份力，才能引导下
一代做一个文明的云浮人。

公共场所晒衣服莫忘记文明！

市金融系统人员深入一线调研农企融资需求
近日，市金融工作局负责人偕同云城区农信联社信贷业务部门及市企业上市促进会相关人员一行，到广东王子中

科构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就抓好疫情防控及复工复产工作进行调研，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记者 刘烁 通讯员 黄汉南 摄影报道）

【基本案情】
林某和

麦某于2012
年12月登记
结 婚 ，2013
年1月离婚，
2015 年 12
月 双 方 复

婚。2016年7月再次离婚，离婚后林
某发现自己怀孕，双方于2016年12
月30日又再次到民政局办理了结婚
登记手续。2016年12月30日当天，
林某和麦某签订了一份《夫妻婚前协
议书》，其中第五条约定：如婚后两人
出现感情破裂而离婚男方所有财产
变卖所得归女方。2018年11月，麦
某已将其名下的房子和车辆变卖合
计659000元。2018年12月林某和麦
某离婚，林某认为麦某应当履行《夫
妻婚前协议书》第五条，把所有财产
变卖所得款项归她所有。

【法院判决】
该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争议的焦

点是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夫妻婚前
财产协议书》第五条“如婚后两人出
现感情破裂而离婚男方所有财产变
卖所得归女方”是否有效，继而引申
为麦某是否需要移交 639000元售
楼款以及 20000元售车款给林某。
从上述第五条约定可以看出，原、被
告双方一旦离婚，被告麦某的个人
所有财产变卖款项归原告林某所
有，该条款突出的“是一方所有财产
归另一方全部所有”，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一款

“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
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
共同所有……”，该款显然并未赋予

缔结婚姻男女可以通过约定将一方
所有的财产归属另一方的法律权
利，因此男女双方无权作出上述第
五条的权利，该约定应视为无效约
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十九条第二款“夫妻对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
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的规
定，虽然上述第五条约定无效，但并
不意味着对原、被告双方失去约束
力，麦某仍需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
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林某请求麦某
支付售楼款及售车款的请求，具有
一定法律依据，但其请求支付
659000元过高，法院不予支持，结
合本案实际情况，麦某支付 250000
元给林某。宣判后，双方不服判决
均提起上诉，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规定，夫妻双方对财产的约定有四
种情况：（一）财产归各自所有；（二）
财产共同所有；（三）财产部分各自
所有；（四）财产部分共同所有。《中
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
一款并未赋予缔结婚姻男女可以通
过约定将一方所有的财产归属另一
方的法律权利，协议书中的第五条
约定，属于“净身出户”的无效约定，
违反民事法律规定的公平原则，限
制了一方的离婚自由，违背了基本
法理和民众的善良风俗。婚姻的本
质是两性以共同生活为目的的自愿
结合，维系婚姻的纽带是夫妻双方
彼此珍惜的情感，通过金钱惩罚来
补偿违约责任，并不能维持婚姻的
稳定，反而会导致夫妻关系的异化。

（供稿人：云安法院 郭小月）

离婚后是否有权要求
对方“净身出户”？

曝光台 ·记者巡城

本报讯（通讯员 赵蓉） 4月 9
日，云浮技师学院召开备战第 46届
世界技能大赛动员大会。

会上，云浮技师学院对第 46届
世界技能大赛建筑石雕项目备战工
作、第一届中国技能大赛备战与项
目承办申报工作、石材专业课程开
发等有关事项作汇报。会议要求，
统筹有序推进各项工作，聚焦工作
重点，高标准完成各项参赛任务，

注重宣传引导，形成技能报国的浓
厚氛围。

为进一步做好第 46届世界技能
大赛参赛准备，云浮技师学院提前
部署，结合第 45届世赛标准，进一
步完善建筑石雕集训基地设备设
施，优化工作流程和工作机制，提
高选拔科学性，做到与世赛竞赛机制
有效衔接。

据了解，2019年 12月 23日至 25

日，该院承办第 46届世界技能大赛
建筑石雕项目云浮市选拔赛。历经
16小时，选拔出4位选手入选云浮市
集训队，并作为省选拔赛备选选手参
加集中训练。受疫情影响，集训队无
法参加集中训练，教练团队根据世赛
各项目特点、结合集训队员短板不
足，进行有针对性的远程辅导训练，
远程指导集训队队员居家学习项目
图纸的识图、制图等基本功。

云浮技师学院积极备战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

力争高标准完成各项参赛任务

本报讯（记者 林峰）自从我
市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以来，广大市
民对于进食野生动物的观念也悄然
发生了改变。多数被访市民认为，
要摒弃进食野生动物的陋习，崇尚
健康新生活。

一直以来，部分民众有进食野
生动物的习惯，特别是蛇类、鼠类
等。市民梁先生说，以前总是认为
野生动物滋补强身。例如蛇类，据
说可以祛风、健腰。山鼠、竹鼠据说
可以补肾；用野生蛇和鸟类泡酒据
说可以祛病强身……这次新冠肺炎
疫情的暴发，使梁先生对进食野生
动物有了全新的理解。他说，在过
去物资匮乏的年代，云浮人进食野
生动物或许是为了“食物的补充”。
但现在，我们的生活好了，食物充
足，营养足够，无须再进食野生动物
了。事实证明，人想要身体好，必须
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而不是吃野

生动物。营养健康的饮食加上合理
的作息和运动，保持好的心情是关
键。

市民张洁霞说，不吃野生动物
不仅是一种人类文明的象征，更是
以身作则引导下一代。我们要看到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要性。进
食野生动物与长寿、体型等基本没
有任何关联，反而会导致病毒传播，
破坏生态系统。

中医师陈志健认为，野生动
物体内含有很多病毒及不知名的
毒素，许多人误以为有滋补药用
价值。人们进食野生动物最大的

“效果”其实就是心理作用。何况
进食野生动物和健康、长寿、强
壮、优秀等没有半点联系；事实
证明，长寿、健康、强壮地区的
人民几乎都不吃野生动物，我们
理应摒弃陋习，为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作贡献。

市民逐渐摒弃“吃野味”陋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