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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关于陈仁斌、杨扬、陈仁燕、陈仁福及陈
小雅的不再担任本公司任何职务的声明
尊敬的顾客、合作伙伴以及社会各界朋友：

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公司的支持和信任。为保
障海南新大食品有限公司（公司旗下包括椰牛在内的所有品
牌，以下简称“我司”）及各位朋友的合法权益，我公司特此声
明如下：

我司原总经理陈仁斌、原财务会计杨扬、原审计总监陈
仁燕、原供应链总监陈仁福、原采购员陈小雅不再担任本公
司任何职务，其无权以我公司员工名义或代表我司及旗下

“椰牛”等品牌对外发表任何言论，签署任何文件、协议，以及
参与任何活动。以上五人以我司名义从事的一切活动，我司
均不予认可，也不承担任何责任。为保障您的合法权利及交
易安全，凡涉及本公司业务的事项，请及时联系本公司人力
行政部（联系电话：0898-65728318，13876180180），再次感
谢大家！特此声明！

海南新大食品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3日

海口市夏瑶二期（MCT-03地块）棚改回迁房项目位于海口市
琼山区海府路东侧，2020年3月批建9栋3-32/2层的住宅（含零售
商业）。经审查，该项目规划核实情况如下：1.现状局部地上机动车
位位置、绿地、铺装、室外活动场地等较规划批建方案略有调整。2.
住宅入户门由批建方案中的子母门现状改为单扇门。3.本项目规划
用地范围内南侧有一处边角地被相邻老旧小区用铁门封闭占用（属
征拆遗留问题），现已要求建设单位协调打开铁门，鉴于属棚改项
目，今后如发生土地纠纷及其他矛盾，应由属地政府部门解决（建设
单位配合）。现按程序进行规划核实批前公示，公示期间若无意见
反馈，我局拟按现状办理该项目规划核实手续。4.公示时间：7个工
作日（2022年6月23日至7月1日）。5.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
南日报；海口日报。6.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zzgjqsfggs@sina.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琼山分局，地址：海口市琼山区建国路1号海口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琼山分局402房，邮政编码：571100。（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
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0898-
65801481；联系人：朱秦、吴清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6月23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口市夏瑶二期（MCT-03地块）
棚改回迁房项目规划核实公示启事

请以下柴油机动车辆，车牌号与车主为：
琼D20868陈德辉、琼D20879唐云乔、琼D20888罗长春、琼

D20895罗长春、琼D20901罗长春、琼D21220符永茂、琼D21289李
清玲、琼D21322莫芳麟、琼D22176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建设局、琼
D22660祝宁、琼D23866黄怡秀、琼D24032符史豪、琼D28891魏
波、琼D2AH68胡国玲、琼D20780李梅燕、琼D20798邓辉华、琼
D20882严均礼、琼D20961王弟弟、琼D21126赖义民、琼D23149李
松瑞、琼D2AA12陈桂山、琼DV1168海南正一品有机茶贸易有限公
司、琼D20623 张熙浪、琼D20833 蒙仕乐、琼D20886 姚赵伟、琼
D22105国家机关老干部科学健康协作中心海南接待办公室、琼
D22155黄明芬、琼D22319保亭华禾低碳科技有限公司、琼D22335
李茂娥、琼D22448海南保亭财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琼D23513麦
亚日、琼D24191卢涛、琼D27343韦家政、琼D2AX98林大兴、琼
DA6895吉鸿忠、琼DD3908黄文宣、琼DF3897卢忠、琼D22165海
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金江分公司、琼D20800孙飞锋、
琼D20970许宸通、琼D21013高建文、琼D22620郑宏利、琼D20803
蒲史招、琼D20810李年、琼D22435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食
品公司、琼D22479韦厚明、琼D23541宋峰、琼D24068陈华新、琼
D24885黄大净、琼D25750庞华全、琼D2AF81杨德华、琼DB2959
黄菊花、琼D22926保亭磊鑫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琼DG3515罗飞林、

琼D20761林明、琼D23740谭香国、琼D24421保亭县加茂镇绿宝蔬
菜销售专业合作社、琼 DA9272 郑燕良、琼 DC5506 黄圣院、琼
DE2012黄进兴、琼DJ8359邓超荣、琼D21330宾业东、琼D22611海
南诺亚绿色生态农业技术有限公司、琼D2AS55黄文轩、琼DF9107
黄贤林、琼D20703董大宁、琼D21083叶青、琼DC1993陈立军、琼
DJ7127吴景亮、鄂J81222郑晓辉、赣CT7480张东昌、桂L71561文
天华、鲁H7H202山东省、湘B77259唐孝海、湘B7A172唐四中、粤
J7C428谭世军、粤KLT123李连、赣C9M738高安市幸运物流有限
公司、湘L76158罗小艳、豫R823Z9高照遂、粤GD6187谭真贤、粤
GE1936谭真贤、粤GE1963谭真贤、粤GN9231谭真贤、桂K79978
肖建新、桂K95601朱万茂、鲁H7M200汪会堂、湘AC4195尤洪杰、
湘L77791曹文军、湘L78559王玉辉、湘L79508何海兵、湘L7E529
何海兵、渝A79518 重庆华青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綦江分公司、粤
AY0J61 广州市信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粤GG1030 谭真贤、赣
CQ4003蒙同思、赣CU5633江西江龙集团吉运汽运有限公司、赣
J25558江西国萍工程劳务有限公司、桂KK3286陈运、桂KU6133胡
远茂、闽H07175于玺、苏CHP507韩方壮、湘L78111曹文军、湘
L7C225罗方辉、湘LC7665罗方辉等。车主请及时到海南省交通规
费征稽局保亭分局或就近各市县征稽分局办理缴费相关事宜。如不
及时办理缴费相关事宜，我分局将进行下一步法律程序。咨询热线：
0898-83668415。

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保亭分局
2022年6月21日

公 告

根据市政府工作指示，我局组织编制了塔市反走私综合执法站
项目用地单元控规图则，并已经专家评审会审议通过。现为广泛征
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见，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30
天（2022年6月23日至2022年7月22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人
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haikou.gov.cn/）、海南日报、海口

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至：hksjdglj@163.
com；（2）书面意见邮寄到海口市美兰区兴洋大道181号，海口江东
新区管理局规划统筹部，邮政编码：571127；（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
内反馈，逾期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5686617,联系人：刘鑫。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2年6月23日

关于塔市反走私综合执法站项目用地单元控规公示启事

李刚、姜稀凡：
根据法律规定，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转让方”）对你们享有的债权理赔款 994324.31 元、保险费
4787.24元，律师事务费10000元、违约金（以994324.31元为基数，
自2021年1月11日起，按照0.063%/天计算至债务付清之日止）及
三亚市吉阳区商品街46号住宅楼201号房产（产权证号：琼〔2020〕
三亚市不动产权第0002264号）的抵押权及优先受偿权业经三亚市
城郊人民法院〔2021〕琼0271民初14885号《民事判决书》依法确
认，转让方已于2022年4月22日与海南南风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受让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上述全部债权及相关担保权
利一并转让给受让方。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由受让方合法取代转让方成为你们的债权
人和担保权利人，你们直接向受让方履行〔2021〕琼0271民初1488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的还款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现予以公告。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2年6月23日

债权转让登报公告
侯杰铠：

根据法律规定，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方”）对
你们享有的债权理赔款141919.52元、保险费855.36元、违约金（以
141919.52元为基数，按日利率0.063%的标准，自2020年10月12
日起计付至债务清偿之日止）及海口市南海大道12号金东花园B幢
B608房（产权证号：琼〔2017〕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123415号）的抵
押权及优先受偿权业经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2021〕琼0108民初
14688号《民事判决书》依法确认，转让方已于2022年3月16日与
海南南风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受让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
将上述全部债权及相关担保权利一并转让给受让方。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由受让方合法取代转让方成为你们的债权
人和担保权利人，你们直接向受让方履行〔2021〕琼 0108 民初
1468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的还款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现予以
公告。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3日

债权转让登报公告

王达胜、黄少蕊：
根据法律规定，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转让方”）对你们享有的债权理赔款257079.12元、保费563.47
元、违约金（以257079.12元为基数，按每日0.063%标准，自2021年
4月26日起计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及海口市海秀中路82号雅庄
花园 AB 幢 B701 房（产权证号：琼〔2018〕海口市不动产权第
0066565号）的抵押权及优先受偿权业经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
〔2021〕琼0108民初12717号《民事判决书》依法确认，转让方已于
2022年3月16日与海南南风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受让方”）签
订《债权转让协议》，将上述全部债权及相关担保权利一并转让给受
让方。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由受让方合法取代转让方成为你们的债权
人和担保权利人，你们直接向受让方履行〔2021〕琼0108民初1271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的还款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现予以公告。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2年6月23日

债权转让登报公告
钟时威：

根据法律规定，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转让方”）对你们享有的债权理赔款117499.95元、保费269.28
元、违约金（以117499.95元为基数，按每日0.063%标准，自2020年
11月4日起计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及海口市秀英区长海大道6
号远大购物广场3#楼10层1002房（产权证号：琼〔2019〕海口市不
动产权第0022243号）的抵押权及优先受偿权业经海口市美兰区人
民法院〔2021〕琼0108民初12719号《民事判决书》依法确认，转让
方已于2022年3月16日与海南南风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受让
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上述全部债权及相关担保权利一并转
让给受让方。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由受让方合法取代转让方成为你们的债权
人和担保权利人，你们直接向受让方履行〔2021〕琼0108民初1271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的还款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现予以公告。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2年6月23日

债权转让登报公告

廖丽云、张德智：
根据法律规定，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转让方”）对你们享有的债权理赔款 481390.51 元、保险费
2382.19 元、案件受理费4429.52 元、保全费3050元、违约金（以
481390.51元为基数，自2021年3月4日起，按日利率0.063%计至
款项还清之日止）及海口市美兰区青年路54号乳胶厂职工住宅楼
C402房（产权证号：琼〔2020〕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19209号）的抵
押权及优先受偿权业经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2021〕琼0108民初
12721号《民事调解书》依法确认，转让方已于2022年3月28日与
海南南风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受让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
将上述全部债权及相关担保权利一并转让给受让方。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由受让方合法取代转让方成为你们的债权
人和担保权利人，你们直接向受让方履行〔2021〕琼0108民初12721
号《民事调解书》调解确认的还款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现予以公告。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2年6月23日

债权转让登报公告
张旭东：

根据法律规定，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转让方”）对你们享有的债权理赔款182781.06元、保费788.04
元、违约金（以182781.06元为基数，按每日0.063%标准，自2020年
11月4日起计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及海口市德利路12号爵士春
天111房（产权证号：琼〔2016〕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03970号）的抵
押权及优先受偿权业经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2021〕琼0108民初
12720号《民事判决书》依法确认，转让方已于2022年3月16日与
海南南风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受让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
将上述全部债权及相关担保权利一并转让给受让方。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由受让方合法取代转让方成为你们的债权
人和担保权利人，你们直接向受让方履行〔2021〕琼 0108 民初
127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的还款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现予以
公告。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2年6月23日

债权转让登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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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赴陕西考察，为陕西擘画发展蓝
图。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三秦儿
女凝心聚力、团结奋进，弘扬光荣革命
传统，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谱
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让乡亲们过好光景，是
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初心使命”

6月盛夏，延安市延川县梁家河
村一派生机盎然的好风光。山地苹果
园枝繁叶茂，设施大棚内瓜果飘香。
火红的辣椒挂在窑洞墙头，映衬着红
火的日子。

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十八大后首次赴陕考察，第一站就来到
梁家河。了解村民增收、林果种植、养殖
业发展、水土保持、基础设施建设……
总书记问得细、问得深。在延安，习近平
总书记主持召开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
富座谈会，强调“确保老区人民同全国人
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2021 年 9 月，榆林市绥德县郝
家桥村。看到村民侯志荣一家靠着
各级帮扶和自身努力摆脱了贫困，
习近平总书记欣慰地说：“让乡亲们过
好光景，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初心使
命，共产党就要把这件事情干好，不断
交上好答卷。”

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三秦大地上下团结一心，坚决打赢脱
贫攻坚战。老区延安精准推进产业扶
贫、就业扶贫、生态扶贫等“八个一批”
工程，因村因户因人施策帮扶。在秦
巴山区，易地搬迁、乡村旅游、特色产
业扎实推进。

一系列有力举措，让三秦大地换新
颜。截至2020年底，陕西465万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脱贫县全部建
起保障农民稳定增收、村集体可实现积
累的产业。2021年，陕西全省脱贫县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39万元，
增速高于全省农村平均水平。

在秦岭深处的商洛市柞水县，
习近平总书记点赞“小木耳”。乡亲
们努力做大规模、做长链条、做强品
牌，如今，“小木耳”已成“大产业”，全
县木耳产业链总产值逾50亿元。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陕西打
造果业、畜牧业、设施农业三大千亿级
主导产业和茶叶、药材等区域性产业，
以全产业链培育特色产业，促进一二
三产业深度融合，努力让农业强起来、
农村美起来、农民富起来。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
负人”

仲夏时节，走进秦岭牛背梁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唯见密林参天、飞瀑如帘。

秦岭和合南北、泽被天下，是我国

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然而有一段时
期，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屡整
不改。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作出6次重要
指示批示，要求切实保护好秦岭生态环
境。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牛背
梁保护区的月亮垭考察时严肃指出，“当
好秦岭生态卫士，决不能重蹈覆辙”。

从秦岭违建事件中，陕西广大党
员干部受到刻骨铭心的政治教育。心
怀“国之大者”，陕西持续推进秦岭生
态保护和修复：彻底整治违建别墅，修
订通过《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
例》；建立突出问题总台账，全面整治
438座小水电站；实行从省到村五级
林长制，2.6万名护林员巡护山间；实
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森林资源保
护等十大行动。

再访秦岭，日异月殊：倾力护绿，
受损山体不断得到修复；守护中央水
塔，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

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
西考察时指出，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
负人。而今，安康市平利县茶园发展
至20万亩，实现人均1亩茶园、户均
增收万元；陕南三市招商不再唯产值
论英雄，转而看重“含绿量”“含新
量”。循环种养、富硒农业、乡村旅游
……绿色产业蓬勃兴起，扮靓了山乡
颜值，富足了一方百姓。

“总书记2020年4月来我们村考
察时提出的‘因茶致富、因茶兴业’，为

大家指了一条幸福路。”平利县蒋家坪
村老支书罗显平感慨地说，村里兴办
茶叶加工厂、注册了品牌，农民收入不
断增长。

秦岭之变，是陕西生态环境质量
持续好转的缩影。过去5年，陕西整
治完成黄河干流105个问题排污口，
治理沙化土地516万亩，森林覆盖率
达45%以上，单位生产总值能耗持续
下降，空气质量达到实施国家新标准
以来最好水平。

“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

不沿边、不靠海，开放不足曾是
陕西的短板。2020年 4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陕西要

“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要深度融
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

积极“走出去”，开放的大门越开
越大。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指引
陕西搭建起高效便捷的国际贸易通
道，也打开了众多企业的发展思路，激
发“走出去”的潜力。

综合保税区数量居中西部第一，
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
建成投用，西安国际航线达97条……
今年一季度，陕西对“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进出口总值达227.8亿元，同比
增长45.2%。

深层次改革，促进全方位创新。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围绕产业
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
链”的指示要求，陕西突出重大改革举
措，启动建设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打
造立体联动“孵化器”、科技成果转化

“加速器”和两链融合“促进器”。去年
全省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技术合同成
交额增长均超过30%。

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陕西实
施新一轮优化营商环境、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三年行动，892个政务服务
事项实现“掌上好办”。

把创新驱动作为主攻方向，做实
做强做优制造业。

陕西目前已构建数控机床、光子、
航空等23条重点产业链，三星闪存芯
片二期、西安吉利汽车等项目正式投
产。作为国家中心城市，西安持续向

“新”发力，GDP跃上万亿元台阶。
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

能源集团榆林化工有限公司考察时强
调，“把加强科技创新作为最紧迫任务”，
坚定了企业向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
展的信心。目前，企业创新研发的乙二
醇项目已建成投产，承载多项核心技术
的全球首套5万吨/年聚乙醇酸生物可降
解材料示范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中。

踏上新征程，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
下，三秦大地上，高质量发展动能澎湃。

（新华社西安6月22日电 记者
孙波 陈晨 张斌）

高质量发展动能澎湃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之陕西篇

香港特区新一届
行政会议成员名单公布

新华社香港6月22日电（记者查文晔）香港
特区候任行政长官李家超22日公布特区新一届
行政会议成员名单。

新一届行政会议由政治委任制度下的21位
主要官员及16位非官守议员组成。他们的任期
由今年7月1日起生效。

16位非官守议员为叶刘淑仪、李国章、林健
锋、张宇人、廖长江、任志刚、汤家骅、林正财、刘业
强、郑慕智、梁高美懿、陈健波、陈清霞、高永文、吴
秋北及陈克勤。叶刘淑仪将担任新一届行政会议
召集人。

李家超表示：“感谢16位非官守议员接受我
的邀请，出任行政会议成员。他们在不同范畴拥
有丰富经验，能够协助我做出重要的政策决定。”

根据基本法的规定，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是协
助行政长官决策的机构。行政会议的成员由行政
长官从行政机关的主要官员、立法会议员和社会
人士中委任，其任免由行政长官决定。

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6月22日主持召开国务
院常务会议，部署继续做好防汛救
灾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听取稳定粮食生产工作汇
报，进一步部署确保全年粮食丰收
的举措；确定加大汽车消费支持的
政策；决定完善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体系的措施。

会议指出，前段时间南方多地持
续强降雨，有关方面及时应对，努力
降低灾害损失。据预测今年汛期我
国极端天气偏多，近期主雨带呈阶梯
状北抬。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
署，强化责任，完善预警和应急响应

联动机制，继续做好防汛救灾，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一是紧盯
重点流域，科学调度防洪工程，加强
巡查防守和应急处置，保障大江大
河、大型水库安全度汛。二是抓实北
方地区防汛备汛，排查整治风险隐
患，做好抢险队伍、物资等准备。三
是抓好人员转移避险，细化应急预
案，一有险情场所该关停的关停、人
员该转移的转移。四是妥善安置受
灾群众，及时修复水毁设施。五是有
关部门要加强对地方的指导支持，及
时下拨资金和物资。同时统筹做好
防汛和抗旱。

会议指出，面对当前复杂严峻、通

胀严重的国际环境，必须着力办好自
己的事。稳物价对稳经济大盘至关重
要，粮食稳产增产是稳物价、提升粮食
安全保障能力的关键举措，也有利于
世界粮食市场稳定。各有关方面狠抓
粮食生产，今年夏粮小麦增产丰收已
成定局、质量好于常年，杂粮杂豆产量
略增，油菜籽产量明显增加，玉米等夏
播已近八成，早稻和秋粮长势良好。
夏粮丰收和秋粮基础好来之不易，为
全年粮食稳产提供了坚实支撑。要继
续压实责任，确保全年粮食产量保持
在1.3万亿斤以上。一要抓好夏粮收
储，鼓励多元市场主体收购，保质保量
入库。二要不误农时落实夏播面积，

抓好玉米扫尾播种，稳住双季晚稻，落
实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任务。三要
做好秋粮田间管理，防范洪涝、夏伏
旱、病虫等灾害。同时抓好猪肉等菜
篮子产品生产。

会议指出，消费是经济的主拉动
力，是当前推动经济运行回归正轨的
重要发力点，促消费政策能出尽出。
要进一步释放汽车消费潜力：一是活
跃二手车市场，促进汽车更新消费。
对小型非营运二手车，8月1日起全面
取消符合国五排放标准车的迁入限
制，10月1日起汽车销售企业申请办
理转移登记时实行单独签注管理、核
发临时号牌。二是支持新能源汽车消

费。车辆购置税应主要用于公路建设
等，考虑当前实际研究免征新能源汽
车购置税政策年底到期后延期问题。
破除新能源汽车市场地方保护。三是
完善汽车平行进口政策，有序发展汽
车融资租赁，支持停车场等建设。政
策实施预测今年增加汽车及相关消费
大约2000亿元。

会议指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为
促进科研、培育人才发挥了重要作
用。要深化改革，加大基础研究、应用
基础研究、交叉科学等投入，强化青年
人才支持，发挥基金引导作用、用好加
计扣除政策吸引企业协同研究。深化
国际科研合作。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继续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听取稳定粮食生产工作汇报 进一步部署确保全年粮食丰收的举措

6月22日10时8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使用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天行一号试
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
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这颗卫星主要用于开展空间
环境探测等试验。 新华社发（汪江波 摄）

我国成功发射
天行一号试验卫星

两部门发文
规范网络主播从业行为

据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近日，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印发《网络主播行为
规范》。

针对网络主播从业行为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行为规范》分别从正反两个方面规定了网络主播
在提供网络表演和视听节目服务过程中应当遵守
的行为规范和要求。明确从事如医疗卫生、财经
金融等需要较高专业水平直播的网络主播，应取
得相应执业资质；同时列出了网络主播在提供网
络表演和视听节目服务过程中不得出现的31种
行为，为网络主播从业行为划定了底线和红线。

《行为规范》要求，对出现违规行为的网络主
播，要强化警示和约束；对问题性质严重、多次出
现问题且屡教不改的网络主播，应当封禁账号，将
相关网络主播纳入“黑名单”或“警示名单”，不允
许以更换账号或更换平台等形式再度开播。对违
法失德艺人不得提供公开进行文艺表演、发声出
镜机会，防止转移阵地复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