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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按照《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开展2020年度新闻记者证核验

工作的通知》(国新出发函〔2021〕1号)有关要求，珠江时报社已对申领记者证人员的资格进行严格

审核，现将我单位拟申领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 2021年 2月 23日~3月 2日。

举报电话为：0757-81212616，监督电话：020-87197959。

拟申领新闻记者证名单：柳刚、李年智、沈煜、潘小媛、罗炽娴、刘贝娜、林芷因、梁章云、黎小燕、

黄梦灵、丁美君、陈婷、张子健、周钊泷、苏绮玲、袁江帅、麦洁怡、柯凌娜、郭惠平、古元德、邹新霞、林星泉、

梁彩婷、夏梦、张智慧、欧晓敬、程菁、吕啸天、金晓青、张媚、苏亚县、曾晓婷、区辉成、何洪伟、章佳琳、

戚伟雄、赵会端、王崇人、梁锐明、谢烽、黄雅婷、王方亚、段晓宏、康喆峰、关帅屏、付艳霞、戴满香、蓝志中、

程虹、陈慧炜、欧阳华、刘凯韬、李翠贞、王景珍、丁虹、雷彬、李丹丹、赵艳丽、梁绍怡、李清平、杨汉坤、

谢轲、吴姣、罗彤、潘钟亮、戴欢婷、彭珍、穆纪武、卢赞玉、刘永亮、李世鹏、华水平、杨保安、操小山、

赖春华、方智恒、招卓臻、邱健、张祖平、伍康希、邓渊博、吕翠华、杨慧、方婷、洪晓诗、孙茜、沈冰玉、林思伶、

杨淑萍、梁棋清、陈为彬、李春妹、贡阳、李维德、宁静、刘宏波。

珠江时报社

2021年2月23日

珠江时报社2020年度核验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公示

根据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关于期刊申领新闻记者证的有关通知》《关于

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单位申领新闻记者证的通知》要求，珠江时报社已对申领记者证人员的资格进行

严格审核，现将我单位拟申领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2021年2月23日~3月2日。

举报电话为：0757-81212616，监督电话：020-87197959。

拟申领新闻记者证名单：李正啟、马一右、吕颜、邓乐君、梁夏、张韦奇、徐文霞、陈志钟、梁欣怡、

黄婷、陶淑君、王定涛、江静雯、钟超峰、李清杭、周丽萍、罗夏晖、柳陈、陈建烨、范仕杰、罗曼、钟泽诗、

原诗杰、彭燕燕、林应涛、黄少冰。

珠江时报社

2021年2月23日

珠江时报社拟申领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公示

注销公告
▲佛山市禅城区柏明顿教育培训中心经我局于 2021 年 2 月 23 日
批准注销，登记证号粤佛禅民证字第 010054 号，住所为佛山市禅城
区祖庙路 16 号日丰大厦 204 室，法人代表为：龚会杰，自批准注销
登记日起停止活动。 特此公告。

佛山市禅城区民政宗教和外事侨务局
2021 年 2 月 23 日

▲广东伊丽莎白美容健身有限公司（法人：姚依尹）遗失合同专用
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广东金一百铜业有限公司（法人：邝瑞波），遗失“中共广东金一
百 铜 业 有 限 公 司 支 部 委 员 会 ” 章 一 枚 ， 发 票 专 用 章
--X--44068272707609 一枚，声明作废。
▲蔡 耀 辉 遗 失 公 安 交 通 管 理 行 政 强 制 措 施 凭 证 ， 编 号 ：
440615300067090，现声明作废。
▲刘达孝遗失佛山市优抚对象优待证，证号：CZ21952，现声明作废。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日

前发布。围绕未来怎样保障粮

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种业翻身

仗如何打、如何谋划乡村建设等

热点话题，22日,中央农办、农

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在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做

了全面解读。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
对于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

来讲，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

的课题。

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

部长唐仁健表示，我国粮食安全

完全有保障，但粮食供需一直处

于紧平衡状态，未来需求还会刚

性增长，加上外部形势的不确定

性和不稳定性增加，在粮食安全

问题上一刻也不能掉以轻心。

唐仁健说，保障粮食安全，

重点是做好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我国将采取“长牙齿”的硬

措施，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

还要确保15.5亿亩永久基本

农田主要种植粮食及瓜菜等一

年生的作物，并保护好、利用好

黑土地。下一步增加粮食产量

根本的出路还是要向科技要单

产、要效益，下决心打好种业翻

身仗，用现代的农业科技和物质

装备来强化粮食安全的支撑。

同时，要建立“两辅”的机制

保障，即“辅之以利、辅之以义”，

完善种粮农民补贴政策，健全产

粮大县支持政策体系，压实地方

党委政府在粮食安全上的义务

和责任。

“这次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下

一步粮食安全要实行党政同责，

以前主要强调的是省长负责

制。”唐仁健说，通过这些努力来

确保各省区市粮食播种面积和

产量保持稳定，有条件的还要不

断提高。保供给既要保数量，还

要考虑保多样、保质量，要把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做深、

做细、做实。

五方面举措
打好种业翻身仗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如何打

好种业翻身仗广受关注。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桃林

表示，总的来讲，我国农业用种

安全是有保障的，风险也是可控

的。当前我国农作物，特别是粮

食种子能够靠自己来解决；畜

禽、水产的核心种源自给率分别

达到75%和85%。

他说，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

较，我国种业发展还有不少的不

适应性和短板。我国大豆、玉米

单产水平还不高，国外品种的蔬

菜种植面积占比为13%。

张桃林介绍，中央一号文件

对打好种业翻身仗做了顶层设

计和系统部署，涉及种质资源保

护、育种科研攻关、种业市场管

理。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和问题

导向，遵循种业创新发展规律，

破卡点、补短板、强优势。具体

来讲，主要包括以下五方面：

——种质资源要保起来。

抓紧开展农作物和畜禽、水产资

源的调查收集。实施种质资源

的精准鉴定评价，建好国家种质

资源库。

——自主创新要活起来。

要加强种业核心关键技术攻关，

深入实施农作物和畜禽育种联

合攻关，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

化应用，同时要加强基础性前沿

性研究。

——种业企业要强起来。

要遴选一批优势企业予以重点

扶持，深化种业“放管服”改革，

促进产学研结合、育繁推一体

化，建立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

——要把基地水平提起

来。要发展现代化农作物制种

基地，建好国家畜禽核心育种场

和水产原良种场。

——市场环境要优起来。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严格品种管

理和市场监管。

健全生猪产业
平稳发展长效机制

猪肉供给和价格是老百姓

关心的问题。

唐仁健说，从去年开始，农

业农村部采取了多种措施支持

恢复生猪产能，稳定生猪生产和

市场供应。截至去年底，生猪存

栏已经恢复到2017年水平的

92%以上，超过预期12个百分

点，现在市场供应总体势头向

好。

他表示，随着新增的生猪产

能陆续兑现为猪肉产量，猪肉市

场供应最紧张的时期已经过去，

后期供需关系将越来越宽松。

预计到今年6月份前后，生猪存

栏可以恢复到2017年正常年

景的水平，下半年生猪出栏和猪

肉供应将逐步恢复正常。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保

护生猪基础产能，健全生猪产业

平稳有序发展长效机制。

“我们既要立足当前抓恢

复，也要着眼长远稳生产。”唐仁

健表示，农业农村部将密切监测

生猪生产发展动态，抓紧研究稳

住和储备生猪产能的具体办法，

确保生猪产业平稳发展。

谋划和实施好
乡村建设行动

农村现代化开好局起好步，

一个重要抓手就是谋划和实施

好乡村建设行动。

中央农办秘书局局长吴宏

耀说，乡村建设行动要抓好规划

编制，坚持规划先行，合理确定

村庄的布局分类。

“乡村规划是乡村建设的施

工图，如果没有规划，乱搭乱建

乱占就会冒出来。”他强调，编制

村庄规划要在现有基础上展开，

注重实用性。村庄要保持乡村

独特的风貌，留住乡情味和烟火

气，防止千村一面。要严格规范

村庄的撤并，不得违背农民意

愿，强迫农民上楼。

吴宏耀表示，要抓好农村人

居环境的整治提升和村庄基础

设施建设。继续把公共基础设

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着力推

进往村覆盖、往户延伸。还要抓

好农村公共服务的提升，聚焦教

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农民

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持续推进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新华社）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收

入水平提高，老百姓手里的“闲

钱”增多，参与投资理财的需求日

趋旺盛，于是一些不法分子有了

可乘之机。2018年以来，全国

共打击处置非法集资案件1.5万
余起，涉案金额1.1万亿元。

每一笔资金，都是老百姓的

血汗钱。哪些非法集资“陷阱”需

要警惕？如果不小心参与了非法

集资，资金能否追得回来？《防范

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近日正式

出台，针对这些关键问题“亮剑”，

帮助老百姓守好“钱袋子”。

企业名称不得乱用
“理财”“财富管理”等字样

金融是特许行业，一般工商

企业一律不得从事或者变相从

事法定金融业务。

然而，在实际中，一些工商

企业、个体工商户在名称中使用

“金融”“理财”“财富管理”“股权

众筹”等字样，欺骗、误导公众，

成为非法集资的高发地。

不少人应该见过这样的“理

财公司”“财富管理公司”：开在

高档写字楼里，具有工商登记的

“合法身份”，名称和业务与金融

密切相关，许诺无风险高回报

……但这些公司很可能打着“理

财”的幌子干着非法集资的勾

当。

“公司装修很气派，看起来

挺有实力，承诺的收益也比银行

高，我就投了10万元，刚开始确

实给了分红，我又投了10万元，

没想到几个月后，就人去楼空

了，钱到现在都没有拿回来。”像

退休职工陈阿姨这样被所谓“理

财公司”诈骗的案例时有发生。

针对这一乱象，条例明确规

定：除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另

有规定外，企业、个体工商户名

称和经营范围中不得包含“金

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

“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

或者内容。

这可以说是避免老百姓落

入非法集资“陷阱”的针对性举

措。对投资者来说，不要盲目相

信打着“金融”旗号的公司，要认

真查看营业执照和合法经营范

围，并不是进行工商登记注册就

能从事金融业务，要分辨清楚

“李逵”还是“李鬼”。

资金清退来源明确
广告费、代言费需退回

非法集资一旦发生，往往面

临资金难以追偿的局面。对广

大投资者来说，如果不小心落入

非法集资陷阱，资金能否追得回

来？

针对资金清退难题，条例明

确规定，非法集资人、非法集资

协助人应当向集资参与人清退

集资资金，并对清退集资资金来

源进行具体规定。

聘请明星代言、名人站台，

在各种媒介发布广告，制造虚假

声势来骗取公众信任，是非法集

资的惯用手段，也是风险蔓延的

重要渠道。条例明确指出在非

法集资中获得的广告费、代言费

属于资金清退来源，既有利于非

法集资案件追赃挽损，也有利于

震慑市场，有效切断非法集资传

播链条。

条例同时规定，非法集资

人、非法集资协助人不能同时履

行所承担的清退集资资金和缴

纳罚款义务时，先清退集资资

金，体现了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群

众合法权益的原则。

但同时也要注意条例中的

这一点：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

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

这意味着，如果非法集资参与人

的财产不能全部被追回，损失最

终由参与人自己承担。

重点突出一个“防”字
非法集资具有参与人员多、

集资规模大等特点，而且具有一

定隐蔽性，一旦案发，参与人往

往已遭受惨重损失。

所以，相比对非法集资行为

案发后的处置，“防患于未然”更

有利于保护老百姓的“钱袋子”。

其实，在2017年公开征求

意见时，条例的名称是《处置非

法集资条例（征求意见稿）》，此

次正式发布修改为《防范和处置

非法集资条例》，体现出“防范为

主”的政策导向。

条例共40条，其中有11条
直接涉及如何完善防范机制，包

括建立健全监测预警机制、市场

主体登记、互联网及广告管理、

资金监测等方面。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发展，

非法集资“网来网去”特征明显，

风险蔓延快、涉众性更强。建立

监测预警机制，尤其是通过大数

据等科技手段掌握非法金融活

动的信息流、资金流，将非法集

资遏制在苗头时期非常关键。

此外，条例充分发挥行政机

关、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商会、新

闻媒体、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以及

公民个人等各方面作用，建立健

全宣传教育、行业自律、举报奖

励等各项制度，可以说是从方方

面面织密“防范”这张网。

织密打击非法集资的“法

网”，将对不法分子起到震慑和

遏制作用，但守好“钱袋子”最终

要靠自己。在这里要提醒广大

投资者，擦亮双眼，谨慎投资，不

要迷信高回报高收益，避免落入

非法集资的圈套。

（新华社）

粮食安全如何保？种业翻身仗怎么打？
——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谈中央一号文件热点话题

《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近日正式出台

资金清退来源明确广告费代言费需退回

非法集资资金余额；

非法集资资金的收益或者转换的其他资产及其收益；

非法集资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从非法集资中获得的经济利益；

非法集资人隐匿、转移的非法集资资金或者

相关资产；

在非法集资中获得的广告费、代言费、代理

费、好处费、返点费、佣金、提成等经济利益；

可以作为清退集资资金的其他资产。

资金清退来源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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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5G连接数
2025年将超8亿

据新华社电 GSMA（全球移动

通信系统协会）22日发布报告预

测，到2025年，中国5G连接数将

超过8亿。

GSMA称，随着5G在国内的

快速普及，中国已成为5G应用的全

球领导者之一。2020年，中国新增

5G连接数超过2亿，占全球5G连

接数的87%。这一实际占比，比去

年该机构曾预期的85%进一步提

高。

GSMA发布的这份《2021中

国移动经济发展报告》分析，中国

5G应用的发展，得益于积极的网络

铺设和不断增长的终端生态系统。

中国工信部数据显示，中国已建成

全球最大5G网络，累计开通基站超

过70万个，2021年中国将持续深

化5G网络建设，计划新建5G基站

60万个，推动提升产业基础能力。

据此前GSMA智库《2020年

消费者聚焦调查》，中国消费者比全

球其他市场的消费者更渴望升级到

5G。这得益于中国大陆5G设备销

量占比的不断提升：2020年5G智

能手机销量为1.63亿部，占智能手

机总销量近53%。GSMA报告预

计，到2025年，4G将占中国总连

接数的53%，5G则占47%；届时，

智能手机连接数将超过15亿。

2021MWC上海展将于今年

2月23日至25日在上海举行。这

是GSMA MWC系列展会在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后全球范围内的首个

线下展会。

美国新冠死亡人数
逼近50万

美国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

21日说，尽管美国今年年底可能很

大程度上恢复“正常”，口罩恐怕要

戴到明年。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

防中心当天发布的统计数据，美国

累计新冠死亡病例已接近50万。

福奇当天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

闻网记者采访，被问到美国人是否

到2022年仍需戴口罩时，福奇回

答说，“恐怕是这样”。

福奇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新闻

节目采访时说，虽然近期美国疫情

趋缓是非常棒的情况，但是“感染水

平仍很高，需要把基线真真正正降

低才能认为我们摆脱了困境”。

福奇说，他无法预测美国何时

能恢复到疫情暴发前的状态，但“进

入秋冬季后，到年底，会在一定程度

上接近恢复正常”。

美国疫情近日趋缓，美流行病

学专家认为其原因有二：新政府强

化口罩令、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措

施产生一定效果；美国新冠疫苗接

种量增加，在民众中建立起一定的

免疫保护力。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