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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
江苏高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淳

农商银行”）定于2021年6月22日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
一、会议时间
2021年6月22日（星期二）上午9:00。
二、会议地点
南京武家嘴国际大酒店石臼湖厅（地址：南京市高淳区

淳溪街道北岭路287号）。
三、会议内容
（一）审议《高淳农商银行第三届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审议《高淳农商银行第三届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审议《高淳农商银行监事会关于对董事会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层及其成员2020年度履行职责情况的评价报告》；
（四）审议《高淳农商银行关于<2020年度财务预算执行

情况暨2021年度财务收支预算编制情况报告>的提案》；
（五）审议《高淳农商银行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提案》；
（六）审议《高淳农商银行2020年度关联交易情况报告》；
（七）审议《高淳农商银行关于提名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含独立董事）的提案》；
（八）审议《高淳农商银行关于提名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

监事（含外部监事）的提案》。
四、参会人员
本行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将邀

请律师参加会议并为本次会议出具法律意见书。
五、登记时间及方式
（一）登记时间：2021年6月17日前（含当日）
（二）登记方式：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

证、股金证，受托代理人持委托人身份证及本人身份证、授权
委托书原件、股金证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持加盖公章的
营业执照复印件、股金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出席人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人股东非法定代表人本人出席会议
的，还应出具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办
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三）登记地点：高淳农商银行董事会办公室（南京市高
淳区淳溪街道宝塔路123号）以及本行各营业网点。

联系人：吕亮 缪凤凤 王新闻
联系电话：（025）57305102;（025）57305017
通讯地址：南京市高淳区淳溪街道宝塔路123号
邮编：211300

高淳农商银行董事会
2021年6月1日

江苏高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

江苏高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6月22日

召开的江苏高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章（名）： 受托人签名：

证件号码：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权证编号：

联系电话： 委托日期：

授权委托书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 针对美国等少数国家近期再次炒
作新冠肺炎疫情起源“实验室泄漏论”一事，外交部发言人汪文
斌31日说，中方敦促美国等少数国家立即停止政治化做法，不
要为了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蓄意破坏病毒溯源研究合作。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近期，美国、英国相关人士
又开始炒作新冠肺炎疫情起源“实验室泄漏论”。世卫组织卫
生紧急项目执行主任瑞安28日表示，疫情溯源过程正被政治
毒化，希望所有人将溯源这一科学问题与政治区分开。发言
人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说，中方始终认为，病毒溯源是一个科学问题，不应
被政治化。“遗憾的是，一个时期以来，我们不断看到把疫情污名
化、将病毒标签化的言行，不断看到借溯源对特定国家甩锅、推
责的言行，不断看到对世卫组织专家溯源研究进行无端指责，甚
至动用情报人员而不是科学家主导病毒溯源的言行。”

汪文斌说，美国这些将溯源政治化的行为已经严重干扰
和破坏国际溯源研究合作，为各国抗击疫情、挽救生命制造困
难和障碍。

他说，中方主张，溯源应当依赖科学家而不是情报人员，应
当走团结合作之道而不是鼓吹对抗、挑动分裂，更不能按照个别
国家的旨意行事。

汪文斌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开放、透明、合作的态度，已两
次邀请世卫组织专家来华进行溯源研究合作。溯源工作涉及
全球多国多地，中方呼吁其他国家，也能像中方一样邀请世卫
专家去开展溯源研究，认真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

“我们敦促美国等少数国家立即停止政治化做法，不要为了
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蓄意破坏国际溯源研究合作。”汪文斌说。

外交部敦促少数国家：

不要为政治目的
破坏病毒溯源研究合作

近日，美国政府、部分媒体和少数专家合力掀起新一轮新冠
病毒“实验室泄漏”阴谋论的炒作，还声称动用情报力量来搞所
谓病毒起源调查。多国专家对此表示，新冠病毒“实验室泄漏”
说缺乏证据支持，病毒起源需要在积极氛围中寻找答案，采取对
抗性方式会破坏全球抗疫努力。

《华尔街日报》近期一篇报道援引所谓“情报”称，武汉病毒
研究所3名科研人员2019年11月患重病住院，“症状与新冠感
染和常见季节性疾病一致”。报道据此鼓噪对中国进行调查。

德国汉堡大学自然历史中心主任马蒂亚斯·格劳朴莱希特
教授近日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无法核实《华尔街日报》相
关报道中所谓的“情报”是否真实存在，有何内容或证据。目前
有关讨论都是基于“道听途说”。

格劳朴莱希特表示，这种说法与目前公开研究结果相矛
盾。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研究联合专家组了解
到，2019年11月时武汉病毒研究所并未出现任何工作人员感
染，他们血液中也没有发现新冠抗体，说明这些工作人员此前没
有感染这种病毒。

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研究国际专家组成员、澳大利亚悉尼
大学教授多米尼克·德怀尔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
示，美国情报部门迄今拿不出任何有用信息。德怀尔说，美国总
统拜登说他从情报部门得到的报告是相互矛盾的，“在我看来，这
都表明目前没有明确的证据，否则到底发生了什么一目了然”。

英国惠康基金会总监杰里米·法勒日前在一份声明中说，新
冠病毒起源的答案只能在可靠的科学证据中寻找，已经出现太
多没有数据或证据支撑的猜测和理论。

多位学者认为，将科学问题政治化不仅无助于找出新冠
病毒起源的真正努力，还将破坏各国科学家在溯源研究上的
合作。美国生态健康联盟中国和东南亚科学与政策顾问、流
行病学家休姆·菲尔德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书面采访时表示，将
科学政治化“只会激起怀疑与不信任，从根本上破坏抗击新冠
病毒、战胜这场疫情所需要的全球共同努力”。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执行主任迈克尔·瑞安日前在记者
会上强调，目前整个溯源过程已被政治毒害，“将世卫组织置于
目前的境地，对我们试图开展的科学工作非常不公平”，“我们要
求（在溯源研究中）将科学与政治分开，让我们在适当的积极氛
围中寻找需要的答案”。

英国《自然》杂志网站日前刊发报道援引美国斯克里普斯
研究所病毒学家克里斯蒂安·安德森的话说，没有强有力的证
据支持新冠病毒“实验室泄漏”说，他担忧这种“充满敌意”要
求对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调查的行为会适得其反，因为这听
起来像是一种指控。

文章还援引美国智库全球发展中心全球卫生专家阿曼达·
格拉斯曼的话报道说，“我们需要以大局为重，并聚焦在能使我
们朝着需要的方向前行的激励机制上面”，“采取对抗性方式只
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

多国学者：

“实验室泄漏”阴谋论
破坏全球抗疫努力

顺应人口发展规律 积极应对
少子老龄化

问：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发展的
大事，生育政策调整完善关系千家万户。
当前，我国决定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主要
基于哪些考虑？

答：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
计划生育，1982年将之写入宪法确定为
基本国策。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全社
会共同努力下，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伟大成就，人口过快增长得到有效
控制，人口素质明显提高，促进了经济快
速发展和社会进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根据我国人口发展
变化趋势，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先后
作出单独两孩、全面两孩等重大决策部
署，取得了积极成效。实践充分证明，党
中央、国务院在人口结构转变的关键时
期，科学把握发展规律，积极回应社会期
待，适时作出重大决策。

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
强国转变的重大战略机遇期，立足国情，遵
循规律，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
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能够最大限度发挥人口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牢牢把握战略
主动权，积极应对生育水平持续走低的风
险，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为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近年来政策调整使全国累计多
出生二孩1000多万人

问：近年来，我国对生育政策作出了
几次调整，产生了怎样的效果？

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口问题，先后
作出实施单独两孩、全面两孩政
策的重大决策，取得明显成效。

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看，目前0-14岁少儿人口占比从
2010年的16.6%提高到2020年
的17.95%。近年来，由于政策调
整原因全国累计多出生二孩
1000多万人。出生人口中二孩
占比由2013年的30%左右上
升到近年来的50%左右。出生
人口性别比从2013年的118降
至目前的111左右。

出生人口下降 群众生育意愿
有待释放

问：我国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为什
么近年来出生人口仍有下降？

答：世界发达国家普遍生育水平较
低。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
水平不断提高，高等教育普及，社会保
障完善，少生优生成为社会生育观念的
主流。近年来，出生人口下降的主要原
因有：

一是生育妇女规模减少，婚育年龄
推迟。一方面，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
规模不断下降。“十三五”时期，20-34岁
生育旺盛期妇女规模年均减少 340万
人，2020年同比减少366万人。另一方
面，婚育年龄推迟造成当期生育的妇女
减少。2006-2016年，我国女性平均初
婚、初育年龄分别从23.6岁、24.3岁推迟
到26.3岁和26.9岁，20-34岁女性在婚
比例从75.0%下降到67.3%。此外，全国
结婚登记人数连续7年下降，从2013年
的 1347 万对下降至 2020 年的 813 万
对，减少40%。其中，初婚登记人数从

2386万人下降至1399万人，减少41%。
二是群众生育意愿降低。目前，我

国“90 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仅为
1.66 个，比“80后”低 10%。2019 年全
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显示，有生
育二孩及以上打算的妇女，仅不足半数
实现了再生育。教育、住房、就业等相
关经济社会政策成为影响家庭生育抉
择的关键。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相当
比例的家庭想生不敢生，排名前三的原
因是经济负担重、婴幼儿无人照料和女
性难以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调查
显示，因为“经济负担重”的占 75.1%，

“没人带孩子”的占51.3%，女职工生育
后工资待遇下降的有34.3%，其中降幅
超过一半的达42.9%。

三是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多
项调查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使得
多个国家和地区生育水平下降。受疫
情影响，年轻群体就业、收入状况不确
定性明显增加，婚育安排进一步延后
或 取 消 。 2020 年 我 国 出 生 人 口 与
2019 年同期比较下降幅度较大，可能
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有一定关系。

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
政策配套衔接

问：实施三孩政策，还需要哪些配套
措施？

答：要加强统筹规划、政策协调和工作
落实，依法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促进生
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健
全重大经济社会政策人口影响评估机制。
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加强
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对婚嫁
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
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
务体系，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
给，降低家庭教育开支。要完善生育休假
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
策，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对全面两孩
政策调整前的独生子女家庭和农村计划生
育双女家庭，要继续实行现行各项奖励扶
助制度和优惠政策。要建立健全计划生育
特殊家庭全方位帮扶保障制度，完善政府
主导、社会组织参与的扶助关怀工作机制，
维护好计划生育家庭合法权益。要深化国
家人口中长期发展战略和区域人口发展规
划研究，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优化生育政策 促进人口长期
均衡发展

问：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
深。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对改善人口结构、
增加劳动力供给等方面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答：老龄化是全球性人口发展大趋
势，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
国情。20世纪末，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占比超过10%，进入老龄社会，预计

“十四五”末期将由轻度老龄化转入中度
阶段（占比超过 20%），在
2035年前后进入重度阶段
（占比超过30%）。实施一
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
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长期
看有利于改善人口年龄结
构，扩大新增劳动力供给，
减轻老年人口抚养比，缓
和代际之间矛盾，增加社
会整体活力，降低老龄化峰
值水平。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

优化生育政策，改善人口结构
——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就实施三孩生育政策答新华社记者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召开会议，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
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
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人口问题是“国之大者”。国家近年来不断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效果如
何？此次调整将产生哪些深远影响？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31日接受
了新华社记者专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