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1月 星期四 辛丑年十月廿一

1957年10月1日创刊

25 24℃
12℃ 订羊晚请扫二维码

报料热线：（020）114转羊城晚报报料、（020）87776887 Q友报料：87776887 发行客服：18925108933订报电话：（020）87133333 金羊网：www.ycwb.com 手机金羊网：wap.ycwb.com 羊城晚报新浪微博：weibo.com/ycwb2010

广州市区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气温12℃到24℃，相对湿度40%到80%，吹轻微的偏北风 羊城晚报社出版/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44-0006 邮发代号：45—6 新编第15262号/广州地区16版

岭南文博会欢迎您

责编/袁婧 林丽爱 美编/蔡红 校对/潘丽玲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强调，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攻坚，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

建立中小学校
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

详见A2

据新华社电 国台办发言人
朱凤莲 24 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
上应询表示，大陆方面正在规划
和推动两岸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相
关工作。两岸之间早日建成更加
便捷、通畅的交通网络，将为两岸
同胞提供更好的交通运输资源和
服务，造福两岸同胞。

有记者问，自然资源部日前表
示，将会同有关部门和福建省统筹
研究“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的重大交
通等基础设施纳入国家相关规
划”。福建省此前发布的《关于探
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的实施
意见》中也提到，推进“台海通道”

项目。请介绍相关情况。朱凤莲
在答问时作上述表示。

她介绍，推进两岸应通尽
通，包括基础设施联通，符合深
化两岸融合发展的需要，也符合
两岸同胞根本利益。大陆方面
正在规划和推动两岸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相关工作。平潭海峡
公铁两用大桥平潭段已实现公
路铁路全部贯通；福建省有关方
面已经完成与金门、马祖通桥的
初步技术方案；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规划纲要》已规划福州至台北支
线建设。

羊城晚报讯 11月 24 日，省
委人大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
会议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
大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全省人大工作。省委书记李希

出席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李玉妹传达中央人大工作
会议精神，省委副书记、深圳市
委书记王伟中主持会议。

李希充分肯定全省各级人
大及其常委会坚持党的全面领
导，依法履行职责，推动人大工
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为广东
民主法治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重要贡献。他强调，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坚
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的思想自

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一要深
入学习领会总书记关于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发展历程和显著优
势的重要论述，更加坚定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
信。二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
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新理
念新思想新要求，牢牢把握新
时 代 广 东 人 大 工 作 的 正 确 方

向。三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
作的重大部署，在新起点上不
断开创全省人大工作新局面。
四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关于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
重要论述,不断丰富全过程人
民民主的广东实践。

（下转 A2）

法院全部支持省消
委会诉讼请求

今年3月15日，广东省消委
会在江门市人民检察院、江门市
蓬江区检察院的支持下，就张某
辉等五被告在经营活动中违法
收集、买卖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行
为，代表消费者分别提起三宗消
费民事公益诉讼。7月 27日，江
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三宗案件
进行公开宣判，判决相关被告人
删除所有非法持有的个人信息，
公开发表赔礼道歉声明，并支付
律师费和诉讼费用，同时判决其
中四被告分别赔偿消费者损失
共计28140元。

今年5月21日，在清远市人
民检察院的支持下，广东省消委
会就赖某华等五被告非法盗用
个人信息谋利、侵犯消费者个
人隐私的行为，再度提起一宗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10 月 27
日，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判决，判令五名被告人共同赔
偿 43385 元，在省级以上媒体
公开赔礼道歉，并支付案件的
诉讼费、律师费。

在该系列公益诉讼案中，
法院全部支持了省消委会的诉
讼请求，检察院均作为支持起
诉单位，这标志着司法界对广
东省消委会运用公益诉讼手段
保护个人信息这一探索的认可
和肯定。

持续强化消费者个
人信息保护力度

广东省消委会认为，此系列
案件的胜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首先，震慑和遏制不法行
为。长期以来，个人信息泄露是
消费者广为诟病的消费顽疾。
本次诉讼正是希望借助司法审
判，让违法犯罪分子在刑事处
罚、行政处罚之外，对广大受害
者作出赔偿和道歉，让他们真
正地有痛感和悔意,从源头上
遏制任意侵犯消费者个人信息
安全的行为。其次，解决了个
体维权难的问题，以及推动形
成社会共管共治。比如推动各

有关部门和组织不断加强对个
人信息权益及公共信息安全的
重视，增强协同监管和社会共
治，为公众创造更安全放心的
信息使用环境。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
在充分发挥公益诉讼作用的同
时，广东省消委会还通过投诉
调解、消费调查、宣传引导、监
督指导等一系列有效手段和举
措，持续强化消费者个人信息
保护力度。

据了解，广东省消委会近年
来一直致力于探索和丰富我国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实践，目前已
提起公益诉讼 12宗，胜诉 9宗，
整改撤诉、和解 2 宗，公益诉讼
成果引领全国。

省委人大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在新起点上不断开创全省人大工作新局面

李希李玉妹王伟中出席

详见A3、A4

四宗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未满一个月，
广东省消委会就传来好消息——

羊城晚报记者 马 灿
通讯员 粤消宣

《个人信息保护法》施行
未满一个月，记者昨日从广东
省消委会获悉一个好消息：此
前，广东省消委会率先探索，
代表消费者连续提起四宗个
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近日，
最后一宗案件判决结果出炉，
又是胜诉！该系列案件全部
取得胜诉，有效震慑了侵害个
人信息权益的不法行为，开创
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保护个
人信息安全的新模式，彰显了
以法律手段治理个人信息侵
权顽疾的成效。

国台办：正在规划和推动两岸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相关工作

已规划福州至台北支线建设

羊城晚报讯 记者孙唯报道：
前段时间，广东省教育厅公示了
2021年广东推荐417个专业参评
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
单。11月24日，广东省教育厅结
合广东推荐参评 2021 年国家级
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的专业情
况，拟推荐广东 394 个普通本科
专业为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报送教育部，并予以公示。公示
期为2021年11月24日至28日。

本次公示的省级名单与此前公
示的参评国家级名单相比，一些院
校的专业既有重合也有些许变化。
例如，在省级名单中，中山大学新增
了西班牙语专业、华南理工大学新
增了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等。

本次公示中，除了像中山大
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华
南师范大学等老牌强校有不少专
业入选外，新兴高校、民办高校、
中外合作办学高校、内地与香港
合作办学高校、非珠三角地区高
校、特色高校也有不少专业入选。

例如在新兴高校方面有南
方科技大学的机械工程等专业；
民办高校有华南农业大学珠江
学院人力资源管理等；中外合作
办学有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的
国际经济与贸易等；内地与香港
合作办学高校有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的经济学（中外合作办
学）、金融工程；非珠三角地区有
韶关学院的信息与计算科学、广
东石油化工学院的应用化学、汕
头大学的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
术等；特色高校方面有广东培正
学院的绘画、广州体育学院的播
音与主持艺术等。

这两次公示还有一些亮点，
即推荐公示参评的专业，有的并
非本校的王牌专业。这一方面是
因为王牌专业早已被重点建设，
另一方面也是各院校均衡发展，
实力逐步提升的结果。例如以经
济学、管理学、法学为主体的广东
财经大学 ，其环境设计专业也被
推荐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广东拟推荐394个专业为
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广州民校改名之后，公校师资陆续撤出

“公参民”脱钩
民校还“香”吗

广州修订来穗人员积分制服务管理政策

退役军人立功受奖
首次纳入加分指标

详见A6

详见A7

2021中国网络媒体论坛

2021中国网络媒体论坛内容
论坛昨日在穗举行，媒体大咖聚焦
如何在传播中塑造价值——

能量报道
更要接地
正正

气气
24 日至 25 日，2021 中国网络媒体论坛在广州举行。图为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展台 羊城晚报记者 何奔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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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胜

11 月 25 日 7 时 41 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快舟
一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试验十一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
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
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的第 13 次飞行。 新华社发

我
国
成
功
发
射

我
国
成
功
发
射

试
验
十
一
号
卫
星

试
验
十
一
号
卫
星

广州灵活就业人员
可缴存住房公积金

资金由本人承担，缴存基数不低于广州市
最低工资标准

发展与秩序•让大流量澎湃正能量

今天今天
消息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