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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嚴查
藝人鄭爽涉偷逃稅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澎湃新聞
報道，記者28日了解到，針對近日網上
反映內地演藝人員鄭爽涉嫌簽訂「陰陽合
同」、拆分收入獲取「天價片酬」、偷逃
稅等問題，上海市稅務局第一稽查局已予
受理，正在依照稅收法律法規進行調查核
實。北京市廣電局已啟動對相關劇目製作
成本及演員片酬比例的調查。
稅務和廣電管理部門相關負責人表示，

將認真落實有關要求，嚴查違法違規行
為，堅決查處整治「陰陽合同」「天價片
酬」、偷逃稅等問題，嚴格電視劇合同管
理，嚴控電視劇製作成本和演員片酬在電
視劇製作成本中的比例，為電視劇行業高
質量發展營造良好環境。
此前鄭爽被揭，到美國找代理孕母，與
前男友張恒分手後卻要棄養孩子，引起網
友震怒，中央政法委官方微博亦發文批評
鄭爽，指鄭爽代孕棄養鑽法律空子，這絕
不是無辜！鄭爽隨後不但被代言品牌終止
合作，也被華鼎獎註銷其榮譽稱號，指她
敗壞人倫道德。

進口僅佔一成 國內種豬有保障
中國種豬都是進口的？本地豬快滅絕了？ 農業農村部回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芳頡 北京報道）畜牧發展，良種為先。近

年來，中國對進口豬肉依存度攀高，「豬芯片」問題備受關注。國家生

豬產業技術體系首席科學家陳瑤生28日在農業農村部發布會上表示，

近十年來，全國年均進口種豬不到1萬頭，佔核心育種群更新比例不足

10%，少量進口主要用於補充資源、血統更新和改善種豬性能，目前

中國種豬供給立足國內是有保障的。

據媒體報道，2020年中國種豬進口總
量超2萬頭，創歷史新高。目前，中

國食用的豬肉超80%都是來自國外引種，
中國正陷入一個「國外引種—退化—再引
種—再退化」的局面。會上，國家生豬產
業技術體系首席科學家、全國生豬遺傳改
良計劃專家委員會主任陳瑤生，對部分媒
體報道的「我國的豬都是進口的，地方豬
都快滅絕了」言論作出回應。陳瑤生表
示，中國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引進「杜長
大」以來，和美國、加拿大、丹麥等國類
似，實施了本土化選育，特別是2009年啟
動全國生豬遺傳改良計劃以來，進一步加
快了系統選育，保障了中國接近90%的生
豬市場的種源供給。近十年來，全國年均

進口種豬不到1萬頭，佔核心育種群更新
比例不足10%。

適當引種有助品種交流
「雖然我們進步很快，但規範的系統選

育歷史積澱不足，比國外晚了近50年，核
心育種群的產仔數、飼料轉化率等關鍵性狀
與發達國家還有10%至30%的差距。因
此，適當引種有利於國內生豬種業加快追
趕，完全不引也可以，但會影響發展效率，
不利於加快縮短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
陳瑤生表示，發達國家間都在相互進行品種
交流，這是國際慣常做法，中國也一樣。
關於地方豬的問題，陳瑤生介紹，中國

建設了62個國家級地方豬保種場和保護

區，開展了豬遺傳材料採集保存，並利用
地方豬種培育了30個新品種和配套系。下
一步將在全國實施大規模的主導品種聯合
育種，加強優質種源供給。同時，加強地
方品種保護，培育地方特色豬種，更好地
滿足多元化市場消費需求。

畜禽種源自給率超75%
從2008年到2020年，農業農村部實施第

一輪畜禽遺傳改良計劃，覆蓋了奶牛、生
豬、肉牛、蛋雞、肉雞和肉羊等六大主要
畜種。經過12年的努力，畜禽生產性能水

平明顯提升，核心種源自給率超過75%。
農業農村部種業管理司副司長孫好勤表
示，從2021年到2035年力爭用10年至15
年的時間建成比較完善的商業化育種體
系，自主培育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突破
性品種，確保畜禽核心種源自主可控。

「熟蛋返生」
涉事校長郭某已辭職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28日
記者從鄭州市獲悉，經相關部門聯合調
查，鄭州市春霖職業培訓學校因發布虛假
廣告，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
進法》第六十二條規定，鄭州市人力資源
和社會保障局已責令春霖職業培訓學校進
行整改，整改期間暫停招生和教學活動。
另據了解，校長郭某已辭職。

廣西北流
一幼兒園18人受傷害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記者28
日從廣西北流市官方獲悉，4月28日14
時許，北流市新豐鎮民辦幼兒園健樂幼兒
園發生一起傷害事件，初步了解有16名
幼兒、2名教師受傷，其中兩名幼兒傷勢
較重。
北流是廣西玉林市下轄縣級市，事發幼

兒園位於新豐鎮政府附近。有目擊者稱，
衝進幼兒園傷人的是一名年輕男子。
目前，玉林市、北流市正在組織人員力
量全力救治受傷人員，公安機關已抓捕犯
罪嫌疑人，具體情況正在調查處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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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人鄭爽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隨着新冠疫苗供應量明顯提升，廣東接種
量提速。香港文匯報記者28日獲悉，連日
來，廣東各地採取開闢臨時接種點、社區
接種站等措施，疫苗接種呈火力全開之勢。
各地也加大了港澳同胞接種工作宣傳，港
澳人士接種加速。截至27日24時，全省
累計接種1,948.45 萬劑次，累計接種
1,589.71萬人，共有366.97萬人完成全程
（2劑）接種。其中，27日當天全省接種
123.48萬劑次，成為全國首個單日接種量
過百萬的省份。

疫苗供應緊張得到緩解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由於疫苗供
應緊張，不少地市接種點連續多日無疫
苗可接種，有地方甚至暫停第二針接
種。為保證新冠病毒疫苗供應，廣東加
強與國家、疫苗生產企業溝通協調，積
極採取措施協調疫苗供貨，近一周廣東
疫苗供應緊缺情況得到一定程度的緩
解。
4月26日中午，國家分發的188萬支

疫苗順利抵達廣東省疾控中心。按照
「隨到隨發，不留庫存不過夜」原則，

4月26日18時，這批188萬支疫苗已全
部分配至廣東省14個地市。其中，發往
廣州49.88萬支，深圳44萬支，佛山39
萬支，東莞38萬支。記者在廣州荔灣區
多家社區衞生中心看到，大量已預約的
市民前來接種，包括個人和團體。社區
中心表示，此前已登記不少預約者，由
於疫苗短缺，一度暫停。此次新一批疫
苗到貨，社區中心不斷致電預約者，滿
足了居民接種的需求。有了充足的疫
苗，廣州亦在天河體育中心開闢大型臨
時接種點，日接種能力達到 6,000 劑
次。順德單日百餘港澳同胞接種。連日
來，在粵港人通過線上或現場預約，接
種了疫苗。

順德港澳人士接種意願高
在佛山順德區，前期經過各鎮街的信

息公示、意向收集、需求了解等籌備，
順德區台港澳事務局和順德區衞生健康
局共同組織港澳人士接種疫苗。順德區
婦幼保健院第二門診部是當地港澳同胞
集中接種點，醫院此前已經預留800支
新冠疫苗，滿足接種需求，且會根據需
求進行調整。在短短兩天內，預約量達

到400多人。
港人胡麗芬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內

地啟動新冠疫苗接種工作以來，她一直
盼着早日接種。開放預約後，她成功接
種了第一針，並在接種現場做起了義
工。「在順德的港澳鄉親接種意願是很

高的，當天，有100多人和我同場接
種。疫苗接種的過程非常順暢。」順德
區內地港人聯誼會副主席、秘書長伍建
南表示。據了解，當地正分批分期為有
接種意願的港澳人士接種，透過線上或
者現場預約。

粵接種量近2000萬劑次 單日破百萬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客戶端消
息，由商務部、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北
京市人民政府共同舉辦的「第三屆全國
雙品網購節暨2021北京消費季」28日晚
在京啟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
市委書記蔡奇，商務部部長王文濤，中
宣部副部長、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台長兼
總編輯慎海雄，北京市委副書記、市長
陳吉寧，以及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市
場監督管理總局、國家郵政局、中國消
費者協會等部門和單位有關負責同志出
席。11個「絲路電商」夥伴國駐華大使

和政府官員發來視頻賀詞。
今年的啟動活動通過「一主多輔、多

點開花」的形式在北京多地舉行。北京
各區、經濟技術開發區以及多個核心商
圈同步舉辦各具特色的區域消費活動。
「雙品網購節」是商務領域一年一度

開展的重要網絡消費促進活動，着力倡
導品質消費，優品優價服務群眾，更好
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着力倡導品牌消費，以需帶產助企發
展，促進國內市場暢通循環。
2021北京消費季將持續到今年年底。

活動期間，百億消費券將面向在京消費
者發放。今年的消費季立足8大消費領
域，將陸續推出千餘項促消費活動，全
面推動消費提質升級，助力北京國際消
費中心建設。
作為活動的主辦方，中央廣播電視總
台已經連續多年與商務部和各省區市政
府舉辦消費促進活動。今年總台將繼續
發揮電視、廣播和新媒體多平台傳播優
勢，對「雙品網購節」和北京消費季進
行整合傳播，進一步營造促進消費的良
好氛圍，助力形成新發展格局。

「第三屆全國雙品網購節暨2021北京消費季」啟動

●消費季啟動現場。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近日，習近平總書記
在廣西考察時強調，要堅決貫徹黨中央
決策部署，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
展理念，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解
放思想、深化改革、凝心聚力、擔當實
幹，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統
籌發展和安全，在推動邊疆民族地區高
質量發展上闖出新路子，在服務和融入
新發展格局上展現新作為，在推動綠色
發展上邁出新步伐，在鞏固發展民族團
結、社會穩定、邊疆安寧上彰顯新擔
當，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壯美
廣西。
昨日中央廣電總台發表「央視快評」
指出，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再次

深刻闡述推進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戰
略定位和目標任務，不僅為新時代廣西
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更為我們立足新
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
展格局提供了重要科學指引，極大地振
奮了我們譜寫高質量發展新篇章的信
心。
快評認為，近年來，廣西着力激發製

造業和特色產業的活力，不斷釋放脫貧
事業和鄉村振興的潛力，努力做足綠色
發展和開放發展的文章，壯鄉大地從偏
遠邊疆到開放前沿，從落後地區到富裕
一方，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廣西的
實踐說明：堅持以新發展理念統領高質
量發展，增強戰略定力和必勝信心，久

久為功，就一定能走出一條符合本地實
際的高質量發展之路。
快評進一步指出，「十四五」開新局

要站位更高、視野更寬，把握好「全
局」和「一域」的辯證關係，既要深刻
認識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
對推動地方高質量發展的原則要求，又
要準確把握本地區在服務和融入新發展
格局中的比較優勢。以習近平總書記此
次考察的柳州為例，當地通過工業化理
念和實踐將「街頭小吃」螺螄粉打造成
標準化產品，引領消費品完成了從數量
擴張向質量提升的戰略性轉變，一躍成
為當地支柱產業。
快評最後強調，以思想引領行動，

以行動踐行思想。「十四五」做好高
質量發展這篇大文章，要強基礎固根
基，努力壯大實體經濟，尤其抓好製
造業這個「重中之重」，推動傳統產
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不斷形
成地域特色產業集群「出奇制勝」；
要聚合力促改革，做強做優做大國有
企業「鍛長板」的同時，也要「補短
板」，營造更好的發展環境，幫助民
營企業解決實際困難，鼓勵、支持、
引導民營企業發展壯大；要鉚足勁抓
創新，在「碳達峰、碳中和」這場系
統性變革中，前瞻布局，加快技術革
新，打造新的核心競爭力，向低碳發
展模式轉變。

既「鍛長板」又「補短板」形成地域特色產業央視
快評

●部分在佛山的港人接種新冠疫苗後，手持疫苗本合影。 受訪者供圖

●農業農村部表示，近十
年來，全國年均進口種豬
不到1萬頭，佔核心育種
群更新比例不足10%，
少量進口主要用於補充資
源、血統更新和改善種豬
性能，目前中國種豬供給
立足國內是有保障的。圖
為重慶一生豬飼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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