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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开
展 2020 年度新闻记者证核验工作
的通知》（国新出发函[2021]1号）精
神，我单位已对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前申领新闻记者证的人员资格进行
严格审核，现将我单位已领取记者证
人员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2021
年2月24日至2021年3月5日。

已领取新闻记者证人员：
黄保才 杨贤华 陈小波 陈永

渊 牟同飞 王宇 蔡胜平 张式庭
李建海 邓岩平 许灵敏 陈婧 陈赛
娇 王依妮 王华飞 徐莎莎 诸葛晨
晨 林立 金子莘 陈俊 王荧瑶 陶
子骞 葛星星 柳祥宝 管勤亚 杨
芳 赵虹 杨焱棋 雒溢凡 李奔 张
婷 王艳薇 颜静 张凯翔 王竹介
泮永翔 徐颖骅 何赛 张峻铭 葛佳
宁 王潇莹 王力 李筱筱 陈洪晨
王奔 叶文献 黄莎莎 周子凝 沈海
珠 单露娟 洪雨成 崔旭川 张梦
祥 黄忆凡 施炜 张旭蓓 陈飞鹏
王友献 章韵 王琼蕴 褚淑华 黄方
考 郑红 泮非非 郑敏 吴世渊 施
亚萍 王超 李平 任健 莫云来 钱

飞鸿 蒋晞 林樱 叶晨阳 朱小兵
肖梅梅 陈伶俐 林学富 陶祎之 张
聆听 何亨元 王媛媛 潘春燕 罗浩
榕 程露佳 蒋回力 牟永选 陈巍
张超 陈佳乐 周海燕 章浩 周丽
丽 丁楚兰 陈远天 彭洁 刘锦萍
李婕 黄元杰 谢蓓蕾 谷尚辉 刘
蒸蒸 颜敏丹 陈锐荣 雍昕 张莉
贝 余彩虹 张艳春 丁奕斌 章林
辉 包建永 田天柏 蒋逸竹 陈玲
波 朱玲巧 陈伟华 陈赛 梁煊 沈
海洲 杨能勇 潘侃俊 蒋虎雄 徐
晔 盛鸥鸥 王根法 姚苗苗 刘星
赵 宏 钧 徐 世 翔 冯 丽 丽 陈 瑶 质
余海鸥 林静 颜琪 陈国炎 胡文
雄 李绚茵 诸葛成 林霖 邵志华
钟荣华 李玲芳 陈静 孙金标 楼佳
辉 叶程鹏 于鹏 徐丹 虞圣村 王
静莉 叶晓洁 叶晓光 赵瑛 林功宇
杨辉 李昌正 卢纬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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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示

新华社记者王优玲 郑钧天

国家统计局23日发布数据显示，
2021年 1月份，房地产市场运行总体
平稳，各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
比涨幅较上月有所扩大，同比涨幅有
扩有落。专家表示，要密切关注房地
产市场走势，时刻绷紧房地产市场调
控这根弦。

据国家统计局测算，1月份，4个
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
比上涨 0.6%，涨幅比上月扩大 0.3个
百分点。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
圳分别上涨 0.5%、0.6%、1%和 0.3%。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1.3%，涨
幅比上月扩大0.7个百分点。其中，北
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9%、
1.3%、1.4%和1.7%。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
严跃进说，从2021年首月的房地产市
场情况来看，一线城市房价涨幅最
大。“去年10月份以来，以深圳和上海
为代表的一线城市出现‘过热’势头，
具体表现为‘千人摇’楼盘频现，二手
房东惜售、跳价心态加剧。”

从同比看，1月份，一线城市新建

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分别
上涨 4.2%和 9.6%，涨幅比上月分别
扩大0.3个和1.0个百分点。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分
析说，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上涨的主
要原因是，疫情影响下，一线城市学
区房年底翘尾，市场需求增加；上海、
深圳等城市“打新”潮涌动，使得少数
新建住宅供应稀缺，二手房需求增
加；目前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处于
调控抑制后的市场反弹，房价出现上
涨趋势。

针对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
房价的上涨趋势，2021年以来，上海、
深圳、南京、合肥、杭州等地楼市调控
升级。除了“打补丁”和“组合拳”式完
善政策，深圳、上海等地把严格落实
规定作为调控的重点，严查各种违规
行为，从罚款、征信等方面对违规市
场主体进行责任追究。

据中原地产统计，1月份各地累
计发布房地产调控政策超过 42次，2
月中上旬各地出台房地产调控措施
超过28次。以上海为例，1月21日，上
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等8
个部门联合出台调控措施，明确打击

通过假离婚、法拍房竞拍等方式套取
购房资格的乱象，提高二手房交易的
增值税征免年限至 5年，并收紧房贷
额度，加大对购房人首付资金来源、
债务收入比的核查力度。2月初，上海
开始试点探索新房摇号“计分制”，优
先满足“无房家庭”自住购房需求。

“一线城市近期房地产调控升
级，后续房价有望趋稳。尤其是信贷
政策明显收紧，这将对未来市场交易
产生较大影响。”严跃进说。

记者近期在上海走访发现，一系
列调控“组合拳”逐步显效，对市场预
期产生一定影响，楼市已现降温趋
势。目前3个试点“计分制”楼盘中，有
2个楼盘因认筹率未超过130%，未触
发“计分制”认购规则。

在唯一达到“计分制”认购标准
的上海市闵行区“永康城浦上雅苑”，
销售人员表示，与调控前相比，目前
买房人数已大幅减少。“以前很多购
房者请七大姑八大姨一起来帮忙摇
号，实行‘计分制’后相当于打击了

‘借壳’和代持行为。”
“以前放款周期在四五天左右，

最长两周，现在一两个月的放款周期

很正常。”上海一家股份制银行相关
负责人表示，二手房成交周期大幅拉
长，也有利于楼市回归理性。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31个二线
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
价格环比均上涨0.4%，涨幅比上月均
扩大 0.3个百分点。35个三线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
比分别上涨 0.2%和 0.3%，涨幅比上
月均扩大0.1个百分点。

从房价环比上涨城市数量变化
来看，2021年 1月份，新建商品住宅
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数量有53个，比
上个月多11个；下跌的城市有14个，
比上个月少 8个；3个城市房价环比
持平。其中，环比最高增幅为金华的
1.2%；最大降幅为泸州的-0.6%。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
中心主任倪鹏飞说，在坚持“房住不
炒”的定位下，房地产调控尤其是抑
制炒房的制度和机制越来越严密，政
府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的决心更加
坚决。要密切关注房地产市场走势，
时刻绷紧房地产市场调控这根弦，维
护楼市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新华社北京2月23日电）

一线城市房价领涨

1月份楼市运行总体平稳

新华社记者刘亚南

在美国经济复苏和通胀上升预
期增强、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上涨、
美联储维持宽松货币政策、市场风险
偏好上升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近
期美元价格波动显著加剧。展望后
市，市场人士对2021年美元总体走势
看法存在明显分歧。

2月初以来，衡量美元对欧元、英
镑等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先扬
后抑。纽约汇市美元指数 4日升至年
内最高点91.52，比年初上涨逾2.3%，
随后震荡下行，22日收盘跌至90.03。

财经资讯网站“外汇街”经济学家
巴勃罗·皮奥瓦诺日前表示，美元中长

期整体前景仍然脆弱，做多美元的尝
试应该依旧是短暂的。美联储保持宽
松货币政策的立场、市场风险偏好的
上升，都将使美元维持弱势格局。

美联储日前公布的1月份货币政
策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官员一致认为
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宽松货
币政策。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
员认为，目前美国经济状况远未达到美
联储设定的长期目标，在达成目标之
前，美联储维持目前的货币政策立场

“对促进经济进一步复苏至关重要”。
分析人士认为，随着经济逐步复

苏，在市场流动性充足预期下，投资
者对股票等风险资产的偏好得到强
化，投向美元、国债等避险资产的资

金将减少，令美元承压。
此外，在多数主要经济体疫情期

间纷纷推出超宽松货币政策背景下，
全球流动性泛滥。在经济复苏过程
中，通胀上升预期明显增强，促使部
分投资者减少美元头寸，将资金投向
更具保值、增值功能的资产。

瑞银集团表示，随着全球经济复
苏，美国财政和经常账户双赤字以及
美元对其他主要经济体货币利差缩
窄将令美元在 2021年承压，欧元、英
镑以及与大宗商品密切相关的货币
等将随着经济复苏加快而受益。

专家表示，若美元持续贬值，将
进一步增加大宗商品的涨价压力，并
使资金向股市、楼市集中，加剧通货

膨胀和资产泡沫。
也有分析认为，美国新一轮财政

刺激政策预期、经济和疫情形势改善
等有望对美元后期走势形成支撑。

美国银行全球研究部日前表示，
随着美国进一步实施大规模财政刺
激政策和加快新冠疫苗接种，美国经
济有望得到提振，美元2021年将逐渐
走强。

丹麦丹斯克银行分析师认为，市
场对美国经济今年下半年更快复苏
的预期正在上升，美国经济表现已经
开始支持美元走强。此外，美联储或
将比其他发达经济体央行更快收紧
货币政策，这将推动美元走高。

市场研究机构MRB合伙公司策
略师普拉雅克塔·比德也表示，预计美
国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在今年晚些时候
将会短暂出现至少2.5%的同比涨幅，
通胀压力增大情况下，美联储要继续
保持货币政策不变将更加困难。

（新华社纽约2月22日电）

多空因素交织

美元走势预期分歧明显

新华社记者谭晶晶 杨士龙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22
日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累计新冠
确诊病例超过 2818万例，累计死亡
病例超过 50万例。两项数据都高居
全球之首。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国新
冠死亡人数超过了在一战、二战及越
南战争的战场上死亡的美国人总和。

“每位逝者身后都留下难以数清的哀
悼者，这种痛失至亲的连锁反应席卷
了许多城市、乡镇。”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
所所长安东尼·福奇表示，50万人因
新冠而死“真的很可怕”，这将被载入
史册。“有如此之多的美国人因呼吸
道感染而丧生，并且我们仍在经历这
一切，实在是太糟糕了。几十年以后，
当人们谈到美国历史时，一定会提起
这个可怕的里程碑。”

美国官方于去年 1月 21日报告
首例新冠确诊病例，2 月 29 日报告
首例新冠死亡病例。一年多来，美国
疫情经历了多个“激增潮”，疫情核
心指标多次刷新世界纪录，令公共
卫生专家及公众深感忧虑。直到近
期，疫情才开始出现缓和迹象，新增
确诊病例、死亡病例、住院病例数都
显著下降。

《大西洋月刊》发起的追踪全美
疫情项目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新增确
诊病例数连续5周大幅下降，新增住
院病例数连续4周大幅下降，新增死
亡病例数连续2周大幅下降。全美每
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从 1月初高峰时
期的约 170万例降至本周的不到 60
万例，所有州的新增确诊病例数都在
下降。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19日
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目前7天
日均新增病例数为 77385例，与 1月
份出现的 7天日均新增 249048例的
最高纪录相比，下降了68.9%。目前7
天日均新增病例数较前一周下降了
24.5%，这也是疫情出现缓和的积极
信号。

报告还显示，美国日增新冠住院
病例数从1月5日18006例的最高纪
录降至2月19日的6076例。此外，目
前 7天日均新增死亡病例数为 2708
例，较前一周下降了9%。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公
共卫生学院副院长、流行病学教授张
作风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近期新增病例数的下降与新冠疫苗
接种有很大关系。美国 2020年 12月
14日开始接种疫苗，当时的新冠发
病率是每 100 万人中有约 652 人感
染，到2021年2月15日，发病率降至
每 100万人中有约 257人感染，降幅
约60%。

张作风表示，从全世界范围来
看，在新冠疫苗接种 9周后，单日新
增病例数的降幅约为 51.3%。按照
目前美国的疫苗接种进度，预计在
今年七八月能达到 75%的全民疫苗
接种率。

美疾控中心网站数据显示，截至
21日，全美已接种新冠疫苗约 6309
万剂，其中完成两剂接种的人数约为
1886.5万。

专家认为，除疫苗因素外，美国
新政府强化“口罩令”、保持社交距离
等防疫措施也产生了一定效果。

不过，美疾控中心主任萝谢尔·
瓦伦斯基提示，虽然近期新增确诊病
例数持续下降“令人鼓舞”，但要清醒
地看到，这些指标下降的起点是此前
的“异常高位”。

与此同时，近期美国境内变异
新冠病毒快速传播，给疫情防控带
来新的挑战。美国艾奥瓦大学微生
物学和免疫学教授斯坦利·珀尔曼告
诉新华社记者，尽管近期新增新冠病
例数有所下降，但全美感染变异新冠
病毒的病例数正在上升，并且变异新
冠病毒传染性可能更强，因此目前
还很难说疫情出现“拐点”。

据美疾控中心最新数据，截至
21日，全美已有 1688例变异新冠病
毒感染病例，其中 1661例感染英国
发现的变异病毒，22例感染南非发
现的变异病毒，5例感染巴西发现的
变异病毒。

张作风表示，目前的新冠疫苗能
够针对变异新冠病毒提供一定保护。
如果能在变异病毒大流行之前完成
大规模接种，达到全民免疫，就有可
能阻止变异病毒大流行。反之，如果
接种进度落后于变异病毒发展速度，
变异病毒一旦大流行，将给疫情防控
带来巨大灾难。

（新华社华盛顿2月22日电）

近期疫情有何新特点

美国新冠
死亡病例超50万

新华社北京2月23日电（记者赵
文君）全面加强市场监管执法，全力
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开展。
三年来，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摸排涉
黑涉恶线索17.8万条，向各级扫黑办
及公安机关移交线索 1.9万条，查处
各类市场违法案件 142万件。这是记
者23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的。

针对社会关注、群众关心的民生
领域以及监督检查中发现问题突出
的重点行业、重点地区、重点商品及

服务，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涉黑涉恶线
索摸排和分析研判力度，加强重点商
品质量专项整治，打击制售假冒伪劣
商品行为。有效规范新业态、新商业
模式生产经营活动，严厉打击网上诈
骗、敲诈勒索、收取“保护费”“软暴
力”等带有网络黑社会性质的新型涉
黑涉恶犯罪。

突出民生领域专项治理，市场监
管部门将食品“黑作坊”、预付费、传
销“黑窝点”“黑中介”“黑旅游”中的

“黑店”等领域作为线索摸排的重要
战场，严厉打击集贸市场内欺行霸
市、强迫交易等违法行为，打击一批

“菜霸”“肉霸”，查办一批典型案例。
从源头上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营
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切实维护广
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市场监管
总局联合8部门开展打击整治非法制
售口罩等防护产品专项行动，查办口
罩等防护用品案件 3.8万件，查获问

题口罩 1.5亿只，移送公安机关 1050
起；联合 5部门开展打击野生动物违
规交易专项行动，依法取缔、查封、关
闭野生动物违法经营场所；联合 7部
门开展防疫物资产品质量和市场秩
序专项整治，严厉查处哄抬价格违法
行为，严厉查处黑作坊、黑窝点等。

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建立健
全长效机制，确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常态化。结合民生关注热点，持续加大
涉及民生领域的执法办案力度，深入
开展市场流通领域乱象整治，进一步
压实行业监管责任，解决群众反映强
烈和长期困扰市场监管领域的重点、
热点、难点问题。对食品、药品、保健
品、网络电商等领域，探索建立相应监
管的长效机制，推动实现长效常治。

3年，142万件！

市场监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见成效

财经观察

国际观察

新闻分析

这是2月20日拍摄的渤中13-2油气田（无人机照片）。2月22日，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宣布，我国渤海再获大型油气发现——渤中13-2油气田，探明地质储
量亿吨级油气当量，进一步夯实了我国海上油气资源储量基础，对海上油气田稳产上产、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新华社发（中海油天津分公司供图）

我国渤海再获亿吨级油气发现我国渤海再获亿吨级油气发现

2月22日，美国纽约的医护人员在一家医院外工作。新华社发（郭 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