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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江西省内的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
商户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
前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江西）（http:
//jx.gsxt.gov.cn)报送年度
报告。逾期将被列入经
营异常名录或标注经营
异常状态，直至列入严重
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2020年度市场主体年报提示公告

2021年6月8日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江西）

6月6日，石城县在琴江
河流域开展增殖放流活动。
此次活动投放草鱼、鲢鱼、鳙
鱼等共 408 万尾鱼苗，有利
于提高水体的自净能力，改
善水域生态环境，科学养护
水生生物种群，促进渔业经
济可持续发展。

石城县乃赣江源头县，为
呵护源头一泓清水，近年来，
该县紧紧围绕打造“全国知名
生态休闲养生旅游目的地”，

深入实施河湖长制，实行严格
考核与激励机制，打造河湖信
息智慧河长，广泛使用无人
机、在线监控等科技手段，全
面提升河湖管理水平，推进实
施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
工程，连续多年河湖长制工作
被评为省市先进，先后获评

“助推绿色发展 建设美丽长
江”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先进
单位、全国五一“工人先锋号”
等称号。 温京燕摄

石城：“增殖放流”守护“一泓清水”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8
日电 （记者史竞男）近
日，全国“扫黄打非”工作
小组作出安排，中央宣传
部、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
息化部、公安部、文化和
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即日起至国庆节前，开
展“净网”集中行动，专项
整治网上有害信息和不良
内容。

全国“扫黄打非”办
公室通报指出，此次“净
网”集中行动由中央有关
部门依据监管职责、任务
分工分别开展，将通力配
合、集中力量、迅速行动，
重点整治网上涉历史虚
无主义、涉黄涉非、涉低
俗等有害信息，深度清理
有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网络内容。据统计，今
年以来，“扫黄打非”部门
组织开展“净网 2021”等
专项行动，深化对网络直
播、社交、论坛社区、网络
漫画等领域的清查工作，
取得阶段性成效。截至
5 月底，监管部门累计处
置网络有害信息155万余
条，取缔关闭非法网站

6400 余个，查办涉网“扫黄打非”案件
960 起，全国“扫黄打非”办联合公安部、
文化和旅游部等挂牌督办重大涉网案
件 70起。

全国“扫黄打非”办通报了“净网
2021”专项行动查办的首批典型案件。

——江苏灌南查办某团伙利用微信
公众号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

——上海查办“8·31”传播淫秽物品
牟利案。

——山东莱西查办贺某等利用色情
直播平台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

——湖南绥宁查办“11·10”传播淫
秽物品牟利案

——湖北麻城查办“8·06”利用色情
App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

——江苏无锡查办张某某涉嫌传播
淫秽物品牟利案。

——福建建瓯办结蔡某某等人传播
淫秽物品牟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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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事故需要请求人身损害赔偿、发
生劳动争议需要进行调解仲裁……如果
遇到类似的麻烦，法律援助可以帮你解
除维权路上的“后顾之忧”，守护社会公平
正义。

作为一项面向经济困难公民等群体
的公共法律服务，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近
年来发展迅速，但案件办理质量不高、专
业服务力量不足、覆盖面不够大等问题也
日益显现。针对这些难点，正在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的法
律援助法草案二审稿作出重要修改，更好
为你的合法权益“撑腰”。

扩大覆盖范围
根据现行规定，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

包括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
活保障待遇，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
养费，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等六种。

草案二审稿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确认
劳动关系”“生态破坏损害赔偿”等情形，
同时明确：英雄烈士近亲属维护英雄烈士
的人格权益、因见义勇为行为主张相关民
事权益等情形下，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
的，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

四川大学法学院院长左卫民表示，草
案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覆盖面，一方面与当
下公民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需求接轨，另一
方面，为维护英烈人格权益等情形提供法
律援助，体现了法律对社会价值取向的引

领，有助于弘扬社会主义道德。
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

长莫纪宏表示，英雄烈士的近亲属维护英
烈人格权益以及见义勇为的当事人主张
民事权益，对这类案件当事人加强援助
力度，进一步突出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公益
性质。

鼓励志愿服务
随着全社会法治意识提升，群众的法

律援助需求也在迅速增加。然而，当前我
国从事法律援助的专业力量相对有限，难
以满足实际需求。

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司法局法律援
助中心主任林吉山告诉记者，日常法律援
助案件主要依托辖区内的律师承办，但随
着法律援助范围不断扩大，能调动的律师
资源就显得不足了。

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家鼓励和规
范法律援助志愿服务；支持符合条件的个
人作为法律援助志愿者，依法提供法律援
助。同时，对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
织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作出规定。

左卫民表示，现实中，一些法学专业
师生以及群团组织、事业单位、社会组织
等机构有能力也有热情从事法律援助，将
这些群体纳入法律援助服务体系中，有助
于扩大服务覆盖面、满足群众需求。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
任佟丽华建议，将法律援助作为一项新入

门法律人的实习制度，鼓励有资质的法学
专业学生、年轻律师参与其中，这样既能
锻炼他们的业务能力，也有助于增进他们
对弱势群体的理解认同，培养他们的法律
情怀。

强化质量监督
不花钱的法律服务会尽心尽力吗？

这是不少群众的顾虑。与草案一审稿相
比，草案二审稿在法律援助服务监管方面
作出多项修改，进一步细化各方责任，着
力提升案件办理质量。

比如，司法行政部门、法律援助机构
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布法律援助资金使用、
案件办理等情况；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制定
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标准，通过第三方评估
等方式定期进行质量考核；律师协会应当
加强对律师事务所、律师履行法律援助义
务的考核管理等。

佟丽华认为，当前一些法律援助案件
服务质量不高的原因，在于办案律师执业
时间较短、流动性较大；实际上，一些法律
援助案件情况复杂，恰恰需要一些长期
深耕相关领域的专业人才去处理。因此，
国家应进一步提升法律援助专业化程度，
培育更多专业法律援助机构和专业从业
人员。

北京市广森律师事务所主任杨汉卿
建议，建立分专业的法律援助律师库，避
免让律师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办案，通过

更精准的服务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让
群众对法律援助工作更信服。

完善机制保障
应该看到，和其他领域律师相比，承

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待遇相对较低。
“虽然中心的办案补贴和日常保障

费用都能落实到位，但是补贴标准相对
较低，资金发放也比较慢，这些都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律师的办案积极性。”
林吉山说。

对此，草案二审稿明确，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应当健全法律援助保障体系，将法
律援助相关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建立
动态调整机制，保障法律援助工作需要，
促进法律援助均衡发展。同时，规定法律
援助补贴标准实行动态调整，法律援助补
贴免征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

莫纪宏表示，法律援助本身是公益性
质的，缺少政府财政的支持，从业者就要
自己负担支出费用，久而久之就可能难以
为继。通过制度来强化法律援助工作的
保障水平、减轻法律援助机构和服务者的
纳税负担，能够更好地调动从业者的积极
性，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杨汉卿说，在具体办案中，律师会见、
开庭、参与值班等都有一定的开销，建议
要进一步优化资金保障方面有关规定，细
化税收优惠等措施，提升从业人员的保障
水平。 （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

新华社柏林 6月 8日电 德新社日前援引德国病毒学家、
柏林沙里泰大学医院病毒学教授克里斯蒂安·德罗斯滕的话
报道说，新冠病毒从实验室泄漏“极不可能”。

对于新冠病毒被实验室有意或无意制造出来的说法，德
罗斯滕表示：“如果有人以这种方式开发新冠病毒，我想说这
么做没必要且费时。”他解释说，这需要以严重急性呼吸综合
征（SARS）冠状病毒作为基础，改变基因组某些特定区域，然
而新冠病毒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的基因组之间有
很多差异。

德罗斯滕说，关于新冠病毒起源的各种假设中，“除了有
明确记载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起源以外，我没有
其他证据”。他认为，新冠病毒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
毒同属于冠状病毒，一般有着同样的起源。

德罗斯滕还表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从自然
界传播到人类的中间宿主是貉和灵猫科动物，而貉和灵猫科
动物是毛皮动物养殖产业常见的养殖品种。按这一经验推测
新冠病毒的起源，有可能是养殖场中的这类动物与冠状病毒
的原始宿主蝙蝠有过密切接触，病毒进化后通过气溶胶传播
给人类。不过目前他还没有看到在这一领域有公开的研究。

德国病毒学家：

新冠病毒从实验室泄漏“极不可能”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通过对全国
500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的监测，6月份
第 1 周，全国猪肉平均价格为 29.45 元/公
斤，比前一周下降4.7%，同比下降36%。

在上海市徐汇区伊丽包子铺，早餐时
刻，消费者正在排队购买包子。店主陈先
生介绍：“肉包子两块五一个，素包子两块
一个，已经大半年没有调整过价格了。”

不只是肉包子，记者走访多家超市、
便利店发现，熟食、火腿肠、香肠等猪肉
制成品价格也没有随着此轮肉价下跌而
下调。

在上海一家家乐福超市，重量为 320
克的金锣肉粒多香肠售价为 16.8 元，400
克的双汇王中王优级火腿肠售价为 13.8
元。导购员王春霞说，这些产品近期均未
进行价格调整。从销量上来看，也基本
保持平稳。

在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上，有投资者
向双汇发展提问：生猪价格今年大幅下
跌，对企业产品成本和售价有什么影响？

双汇发展回复：猪价下降有利于屠宰业和
肉制品降低成本。生鲜产品的价格会随
行就市，包装肉制品的价格相对稳定。

“超市里的优质五花肉，去年最高到
过三十七八块钱一斤，现在降了十多块
钱。为啥火腿肠、熟食价格没有降呢？”68
岁的上海市民赵先生有些不解。

对此，部分商户、企业表示，主要是出
于分摊前期成本、保持终端价格稳定等方面
的考虑。

——分摊前期成本。伊丽包子铺店
主陈先生说，他的包子铺每天要采购猪肉
40斤左右，采购价格已从前期高点的每斤
二十六七元，降到如今的每斤十八元左
右。“肉价高的时候，肉包子也卖两块五。
那时没有涨价，现在也不会降价。”

陈先生告诉记者，肉价高时，他所经
营的店铺大约有三个月，卖肉包子不赚钱
甚至每个要亏损0.1元左右，如今可把之前
的损失弥补回来。

——保 持 价 格 稳 定 、维 护 品 牌 形

象。在武汉一家中百超市的冰冻区，重
量为 720 克的韭菜猪肉、荠菜猪肉等馅料
水饺售价均为每袋 24.9 元。导购吴小姐
说，她常年负责速冻食品区域，很少有因
肉价变化而导致水饺价格变动的情况
出现。“如果今天涨、明天降，消费者会
觉 得你家的产品是不是有问题，反而
不会买。”

一家生产火腿肠的上市公司相关负
责人也表示，保持终端价格基本稳定，对
于维护企业品牌形象有重要作用。“以火
腿肠为例，如果价格调整过于频繁，会对
经销商体系产生一定冲击，不利于最终销
售业绩。”

——价格不降，但会采取促销措施向
消费者让利。一家连锁熟食企业高管告
诉记者，该企业用量比较大的是猪头肉、
猪蹄和猪耳朵等原料，近两年价格保持平
稳。“一方面，我们和上游的新希望、温氏
等养殖企业有长期合作关系，采购价格并
不像市场波动那样剧烈。另一方面，在肉

价大幅下降的情况，我们的熟食产品虽
然不降价，但会采取会员八八折优惠，特
定日期买三送一等促销措施，向消费者
让利。”

由于猪肉价格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影响较大，各方对此高度关注。相
比之下，肉制品价格基本属于市场定价，
政府干预较少。

开源证券分析师黄子航说，食品企业
在定价策略方面，有的基于成本定价，有
的则基于需求定价。“所以，原料价格的下
跌并不一定导致制成品价格下调。当然，
猪肉价格如果保持稳定，对下游行业来说
也是有利的。”

农业农村部近期表示，未来将引导区
域科学规划生猪养殖布局，加强生猪产销
规划衔接。鼓励探索销区补偿产区的长
效机制，支持主产省份发展生猪生产，并
推进生猪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

（参与采写：桑彤、周念坤）
（新华社上海6月8日电）

猪肉价格持续下跌，肉制品“走”向何方？
新华社记者 何欣荣 杨有宗

新华社北京 6月 8日电 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
党费中划拨 3.95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这次走访慰问的对象包括获得党内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
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
家属；在走访慰问中，向新中国成立前加入中国共产党、目前
健在的农村老党员和未享受离退休待遇的城镇老党员发放一
次性生活补助金。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系统）要
从本级管理的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
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不花钱的法律服务，也可以帮你“撑腰”
——聚焦法律援助法草案二审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白 阳 刘 硕

中组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3.95亿元
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退休干部、原江西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曾正国
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6月7日在南昌逝世，享年83岁。

曾正国同志系江西丰城人，1953 年 1 月参加革命工作，
195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正国同志逝世

这是6月8日拍摄的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主会场宁波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开幕

6 月 8 日，
第二届中国-
中东欧国家博
览会在浙江省
宁 波 市 开 幕 。
本届博览会以

“构建新格局、
共 享 新 机 遇 ”
为 主 题 ，设 立
了 中 东 欧 展 、
国际消费品展
和进口商品常
年展三大展区，
并 将 开 展 论
坛 、经 贸 合 作
等活动。本届
博览会将持续
至6月11日。

新华社记者
江 汉摄

展商通过直播推介来自塞尔维亚的酒类商品。参观者（右）在挑选来自波兰的陶瓷工艺品。

6月8日，考生在贵州省贵阳市乌当中学考点外和老师拥
抱。当日，全国部分地区2021年高考结束。

新华社记者 陶 亮摄

全国部分地区2021年高考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