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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穗发宣 ）

为做好 2021 年世界粮食日和

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活动，根据国家、省

粮食和物资储备主管部门的统一安排，

昨日，广州市发展改革委

（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

、市农业农村局、市教育局、市科学

技术局、 市妇联和市文明办在广州交易

所集团举办广州市 2021 年世界粮食日

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活动大会。

“世界粮食日”， 是联合国粮农组织

以自己的创建日

（

10

月

16

日）

确定的世

界性纪念日， 目的就是为了唤起全世界

对发展粮食和农业生产的高度重视。 今

年， 世界粮食日的主题是“行动造就未

来。更好生产、更好营养、更好环境、更好

生活”， 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的主题是

“发展粮食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广州作

为粮油主销区和重要粮油集散地， 粮油

供需处于紧平衡状态。 2020 年全市粮食

需求量为 2436.9 万吨， 粮食供给量为

2463.49 万吨，粮食安全工作持续实现供

需平衡、价格稳定、质量安全、应急有效、

流通有序的良好局面。

活动现场采用图片展览、现场参观、

派发宣传手册等方式推广世界粮食日及

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活动的由来和意

义、宣传粮食流通管理法规、粮食安全形

势等知识，倡导反餐饮浪费行为，展现广

州市“好粮油”企业和品牌。

宣传活动期间， 在广州市北京路等

具有代表性的地标建筑显示屏展播粮食

安全公益广告， 实施“粮食安全点亮城

市地标” 行动。 组织媒体记者， 赴增城

丝苗米产业园开展“粮安记者广州行”

主题采访活动。 在市发改委微信公众平

台推出线上节粮爱粮主题系列活动。 各

区发展改革局会同农业农村局、 教育

局、 科学主管部门、 妇联等有关部门单

位， 组织开展爱粮节粮知识讲座， 开放

日、 主题实践等活动， 宣传爱粮节粮等

科普知识， 让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进一步

深入人心。

在“丝苗米之乡”增城区朱村街，广

州市增城区丝苗米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建设正如火如荼，山水环绕之中，千亩良

田里的水稻长势正好。

广州科旺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是产业

园的实施主体之一， 科旺基地以稻梦空

间、田园综合体等项目美化田间地头，不

断提升丝苗米品牌价值。目前，科旺基地

通过土地流转建设了近 3000 亩连片的

增城丝苗米种植基地。

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的“耕种管

收”管理，对保障当地粮食安全、粮食供

应、稳定粮价、消费升级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该公司大力发展智慧农业，建设

5G 精准丝苗米种植基地，推行绿色生物

防治，基本实现“耕种管收”的全机械化

操作。公司还着重培养当地一些年轻人，

成为农机能手，让更多年轻人从事农业，

发展农业。

该公司通过土地流转建设连片高标

准丝苗米种植基地，通过“公司+基地+

农户”的经营模式，辐射带动周边农户种

植 1 万多亩水稻，带动了周边 5300 多名

农户增加经济收入。

“我们租这块地， 每年每亩给租金

1500 元， 还固定给村民分红 500 元，政

府还要给 300 元，每三年还要递增。 ”科

旺实业董事长区向军说， 如果村民自己

种植，很难有这样的收益。 接下来，该公

司还将继续扩大种植规模。

新华社酒泉

10

月

16

日电

大漠戈壁

秋浓如酒，绚烂胡杨再送神舟。神舟十三

号载人飞船16日在长征二号F遥十三运

载火箭的托举下点火升空， 开始我国迄

今为止时间最长的载人飞行， 航天员翟

志刚、王亚平、叶光富成功入驻天和核心

舱，中国空间站有人长期驻留时代到来。

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以

来的第21次飞行任务， 也是空间站阶段

的第2次载人飞行任务。

0时23分， 乳白色的长征火箭点火起

飞，熊熊燃烧的尾焰点亮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上空夜幕。 这是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首

次从应急备份状态转为正常发射状态。

有“神箭”美誉的长征二号F运载火

箭是我国唯一一型载人运载火箭， 从今

年开始采取“发射1发、备份1发”及“滚动

备份”的发射模式，意味着今后“一年两

次发射”将成为常态。

约582秒后，船箭成功分离。 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宣布：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

进入预定轨道，飞行乘组状态良好，发射

取得圆满成功。

自6月17日至今的短短4个月间，这

个中心两送神舟飞天， 在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的历史上尚属首次。 而这还只是个

开始，2022年，神舟十四号和神舟十五号

载人飞船也将从这里踏上太空之旅。

此时，天和核心舱和天舟二号、天舟

三号组合体正在深空静待家人的到来。

自4月29日升空后，天和核心舱稳定在轨

运行、功能性能正常、设备状态良好。

6时56分，神舟飞船采用自主快速交

会对接模式， 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径向端

口，与此前已对接的天舟二号、天舟三号

货运飞船构成四舱（

船

）组合体，整个交

会对接过程历时约6.5小时。

这是我国载人飞船在太空实施的首

次径向交会对接， 即通过天和核心舱下

方对接口与空间站进行交会并对接。

天和核心舱舱门开启后， 中国太空

漫步第一人翟志刚、 中国首位“太空教

师”王亚平、第一次出征太空的航天员叶

光富先后顺利入驻天和，开启为期6个月

的太空生活。

6个月，也将成为中国空间站运营期

间航天员乘组常态化驻留周期。

建设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是中国载

人航天“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2010年

立项， 目前已进入空间站建造的关键时

期。 空间站在轨建设分为空间站关键技

术验证和空间站建造两个阶段进行。 神

舟十三号任务是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

段的决胜之战、收官之战，也是空间站在

轨建设过程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之战。

神箭冲碧宇，天和傲苍穹。从无人飞

行到载人飞行，从舱内实验到太空行走，

从一人一天到多人长期驻留……中国载

人航天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29年前制定

的发展战略稳步前进。

神舟飞船秋日再叩苍穹

中国空间站开启有人长期驻留时代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粤政数）

记者从广东省政务服务数据管

理局获悉，昨日上午，广东省数据资产凭

证化启动活动暨全国首张公共数据资产

凭证发布会在广州召开， 现场发布全国

首张公共数据资产凭证， 标志着广东省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率先破题。

以电子凭证作为数据资产载体

激活公共数据经济价值

科学界定数据资产的权属， 赋予其

有序流通的载体， 是培育数据要素市场

的前提条件。 启动活动上发布的全国第

一张公共数据资产凭证， 被首次运用在

了企业信贷场景。

佛山市和禧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是

“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该企业在利用

“粤商通”平台向农行广东省分行融资贷

款过程中， 可将其一定时期以来的用电

数据作为申请贷款的条件， 有别于以往

的抵押或信用贷款， 而相关数据则由广

东电网公司权威提供。具体操作上，农行

广东省分行作为数据需求单位， 在取得

佛山市和禧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授权前提

下，向广东电网公司申请获取用电数据，

据此对申请信贷企业进行企业画像、信

用额度审核、 贷款利率核定以及贷后风

控监管。 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利用区

块链技术搭建的基座能力， 确保平台权

威、贷款产品正规、申请企业真实、数据

利用合规。

佛山市和禧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总经

理朱铁十分兴奋，他表示，今年订单持续

增加，资金周转十分紧张，没想到利用自

家用电数据还可以申请贷款， 而且数据

都是从公家到公家， 对数据安全没一点

顾虑。

据了解， 在反复研究可行性及合规

性的基础上，广东前瞻性、创新性地提出

了“以凭证承载资产、以凭证声明权益、

以凭证治理数据、以凭证保障合规”的数

据资产凭证解决方案。 这是广东公共数

据资产管理方式的全新探索， 将成为数

据要素流通规范有序、 配置高效公平的

奠基石。

改革破冰激发创新潜能 业界

期待更多应用场景

“成功制发公共数据资产凭证， 对

我们公司意义重大。” 广东电网公司总

经理李建设说， 该公司以公共数据资产

凭证为载体， 通过云计算、 大数据、 区

块链等国产技术， 实现电网数据可信、

安全、 高效地传输至数据利用方， 极大

地提升了数据流通的效率。 基于此次企

业信贷场景试点的成果经验， 可推广应

用至全省范围企业和个人电力客户， 可

有效解决中小微企业贷款难、 融资难等

问题。

公共数据凭证的真正价值在于支撑

流转、广泛应用。广东正紧锣密鼓地推进

这项改革，选择有条件的地市，进一步扩

大应用场景覆盖面，争取在今年年底前，

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公共数据全面资产化

管理。 与此同时， 积极探索完善理论体

系、技术体系和制度体系，开展存证链、

数字空间的技术和理论研究， 进一步推

动社会数据资产化管理， 助力广东数字

经济创新发展， 激发粤港澳大湾区经济

增长新动能。

广东发出全国首张公共数据资产凭证

争取年内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公共数据全面资产化管理

广州启动世界粮食日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活动

当天，现场展示的粮食产品。 信息时报记者 何小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