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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征求意见稿》已完成，根据
相关规定，现将信息公开如下：

一、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
方式和途径

1、征求意见稿全文和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示网址：福泉市人民政府网
征求意见稿及意见表下载地址：https：//pan.baidu.

com/s/1gAIywJ9Zv1zMeC_UFASsVQ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建设单位：福泉市腾鸿塑料加工厂
联系人：田忠友 联系方式：18375200153
联系地址：贵州省黔南州福泉市牛场镇双龙村
公众可以通过以上方式反馈书面意见。
二、征求意见的公示范围
项目所在地及周边的个人及社会团体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示之日十个工作日内。

福泉市腾鸿塑料加工厂
2020年9月22日

年产5000吨塑料颗粒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
中国拍卖AA级企业
指定公物拍卖企业

省级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尊敬的黔南州全体父老乡亲，
你们好！

我是罗甸县人民检察院提起
公诉的刑事附带公益诉讼被告人
罗小艳，贵州省罗甸县人，个体工
商户。我由于不学法，不懂法，自
2019年5月份开始，我擅自将罂粟
干果作为底料来熬汤，然后用这种
汤与米粉一起售卖给消费者，于
2019 年 11 月 26 日被罗甸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和罗甸县公安局在联
合执法中查获。通过教育，我深刻
地认识到我的这种行为严重侵害
了众多不特定消费者的生命健康
权，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为此，

我于 2020 年 9 月 1 日被罗甸县人
民法院以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
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
刑一年。我愿意在接受刑事处罚
和附带民事经济处罚的同时，向全
州人民群众公开赔礼道歉，我对不
起全体父老乡亲，我错了！同时，
也恳请其他食品生产经营者以我
为鉴，自觉做到不生产经营有毒有
害食品，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
全。

此致
敬礼

赔礼道歉人：罗小艳
2020年9月25日

道 歉 信道 歉 信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0 年 10 月 12 日（星
期一）下午 14:30在都匀市环西大道毛尖广场 23
号（都匀毛尖集团会议室）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都匀市环西大道毛尖广场观澜片区剑江滨
水景观六区一层3号、4号门面租赁权，建筑面积
588.5平方米。

注：两个门面仅限整体租赁，不可分租；商铺
承租经营范围：茶馆、茶文化推广。

展样、报名时间：2020年 10月 9日至 2020年
10月11日（上午9:00至下午18:00，以保证金到账

时间为准）
展样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报名地点：都匀毛尖茶产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办公室
咨询电话：13312250606（李先生）
有意竞买者，请带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到报名

点报名，详情备有资料，在报名点咨询、索取。

贵州春秋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9月25日

租赁权拍卖公告

多国在人权理事会
批评美国单边制裁

新华社日内瓦9月23日电 9月22日，联合国人权
理事会第45次会议举行与单边强制措施对人权的负面影
响问题特别报告员互动对话，多国代表批评美国等实施
的单边制裁导致受制裁国家人民难以获得食物、医疗等
基本物资和服务，严重侵犯人权，阻碍了经济社会发
展。

叙利亚、伊拉克、博茨瓦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
亚、津巴布韦、苏丹、埃及等国代表表示，单边强制措
施损害了受制裁国家人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和体面生活
的权利，导致有关国家无法及时获得基本医疗物资，妇
女、儿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深受其害。古巴、白俄罗
斯谴责美对其制裁封锁是公然侵害人权的行为，美在疫
情期间加大封锁和制裁严重损害有关国家购买重要医疗
物资的能力，极大阻碍经济社会发展。伊朗表示，美国
对伊制裁充分暴露出其对多边主义和国际法的蔑视，国
际社会应追究美责任。俄罗斯、委内瑞拉表示，一些国
家实施单边制裁的目的是策动“颜色革命”，呼吁国际
社会抵制美国单边制裁。

中国代表指出，个别国家罔顾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
则及国际法准则，动辄对别国采取经济封锁、金融制裁
等单边强制措施。单边强制措施强烈冲击国际政治经济
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严重损害受制裁国发展经济和改
善民生的能力，构成对人权的持续系统性侵犯。在当前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形势下，有关国家单边强制措
施限制医疗防疫物品的运输供应，使受制裁国难以及时
进行疫情防控和疫后恢复工作，危害有关国家民众生命
健康，损害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权利。人权理事会和
特别报告员应敦促有关国家取消单边强制措施，不再侵
犯别国人民的人权。

中俄制定未来五年档案工作大纲

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记者黄玥） 记者24日从
中国国家档案局获悉，为深化中俄两国档案领域务实合
作，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档案合作分委会第四次会议近
日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中俄两国档案部门合作制定

《2021-2025年中俄档案合作分委会工作大纲》。
根据 2021-2025年工作大纲，双方将在未来 5年共

同筹备和出版 《中苏文化关系文献汇编 （1949-1960
年）》《中苏经济关系文献汇编 （1949-1991年）》；举
办纪念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
大学100周年展览、纪念中共六大95周年展览以及恰克
图条约和恰克图边境贸易历史档案展；举办档案征集、
档案法等专题学术研讨会。

制定工作大纲是中俄档案合作的优良传统。中国国
家档案局局长陆国强表示，过去的5年里，中俄两国档
案部门通过共同举办档案展览、联合筹备出版档案文献
汇编、举办档案学术研讨会、交换档案复制件等形式开
展了深入务实的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进一步加深
了双方的友谊，推动了双方档案领域的合作。新冠肺炎
疫情为档案工作带来了新挑战新任务，我们档案部门要
创新思路、主动谋划、有所作为，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新内涵，推动中俄关系不断迈向更
高合作水平。

韩日领导人通电话
讨论两国关系问题

新华社首尔9月24日电（记者陆睿 耿学鹏） 韩
国总统文在寅24日与日本新任首相菅义伟通电话，双方
就韩日关系发展及朝鲜半岛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

据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发言人康珉硕介绍，文在寅在
通话中表示，韩国和日本是共享基本价值和战略利益的
最亲近的朋友，也是应该为东北亚与世界的和平繁荣共
同合作的伙伴。

文在寅说，以菅义伟就任新首相为契机，双方应以
崭新的心态加速沟通，以解决两国间包括强征劳工在内
的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虽然两国在强征劳工问题上立
场存在差异，但希望双方能共同找到最佳解决办法。文
在寅还祝愿疫情稳定后东京奥运会能在明年成功举办。

菅义伟表示，日韩关系因历史问题等各种悬而未决
的问题而面临困难，但希望能和文在寅总统一道构建面
向未来的两国关系。

双方还表示，将为推动朝鲜半岛和平进程更加紧密
地展开合作。

9月24日，滦南县扒齿港镇李寺庄村的农民使用农机收获花生。
秋日里，河北省滦南县的花生进入成熟期，农民开始收获、晾

晒、筛选、加工。据介绍，该县是河北省花生种植大县，优质花生种
植面积达20多万亩，花生种植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河北滦南：

花生收获忙

当前，海外疫情仍在蔓延，世界经济低迷，单边主
义、保护主义抬头，中国经济运行面临复杂的国内外环
境。如何科学研判当前经济运行态势？怎样推动经济稳定
复苏？新华社记者近日采访了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
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

中国经济恢复好于预期
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经济多个指标增速

出现年内的首次转正，释放经济复苏的积极信号。
“应该说，中国经济经受住了疫情的压力测试。”王一

鸣说，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果，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复工复产有序推进，经济下滑态势在
较短时间得到扭转，二季度以来经济增长明显好于预期。

为何说“好于预期”？长期跟踪经济形势的王一鸣，从
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出口数据超出预期。1至8月出口按人民币计价增速转
正，同时中国出口商品在主要市场的占比不降反升，体现
出外贸企业强大的抗冲击能力和竞争力。

工业和服务业恢复加快。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5.6%，增速比上个月加快0.8个百分点，41个工业大
类行业中实现增长的行业超过七成。8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
增长4%，增速比上月加快0.5个百分点。

消费和投资继续改善。随着疫情防控取得成效，居民
外岀消费活动增加，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年内首
次转正。汽车消费增速大幅加快，成为支撑消费增长的重
要因素。前8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接近转正。

市场主体预期较为稳定。资本市场表现领先全球其他
主要市场，人民币汇率走势更为稳健，人民币作为国际货
币的地位不断提高。

“总体看，我国经济运行呈现稳定转好态势，在疫情防控
和经济恢复上都走在世界前列，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王一鸣说。

巩固经济稳定转好基本趋势
当前，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从国内经济看，复苏进程中的不平衡现象值得关注。

“供给恢复快于需求，工业恢复快于服务业，投资恢复
快于消费，大企业恢复快于中小企业，金融业与实体经济
冷热不均，就业和中小企业仍面临较多困难，稳增长与防
风险的平衡仍面临压力。”王一鸣说。

从外部环境看，经济运行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较多。
他分析，当前，全球疫情仍在扩散蔓延，疫情长尾特

征更趋明显，主要经济体衰退程度超出预期，外部需求大
幅萎缩，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经济全球化
遭遇逆流，我国发展面临多年来少有的复杂局面。

“要从长期大势把握当前形势，用全面、辩证、长远的
眼光看待当前的困难和风险挑战，增强发展信心，巩固我
国经济稳定转好的基本趋势。”王一鸣说。

在他看来，随着疫情防控取得进展，需求改善对工业
的带动作用在增强。比如，8月份消费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
降幅明显收窄，PPI降幅也连续3个月收窄。前期，服务业
受疫情防控限制性措施的影响更大，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
续好转，服务业与工业恢复不同步的现象也会逐步改变。

“如果没有大的外部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三季度、四季
度经济增速会高于二季度。”王一鸣认为，要持续扩大国内
需求，守住保企业、稳就业的底线，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
定性和竞争力，更加注重依靠改革激发市场潜能，推动经
济稳定复苏。

畅通经济循环增强内生动力
当前，我国正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提出新发展格局，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

统筹发展和安全，应对变局的主动战略性调整。”王一鸣说。
有外界担忧，“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否意味着中国将

发展重心向内转？
“这是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误读。”王一鸣鲜明指

出，现在对“双循环”的讨论较多地聚焦在“内循环”还是“外
循环”问题上。但事实上，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是相辅相成、
不可分割的。

他具体解释说，中国早已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
工体系，经济发展离不开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配合，产
业技术进步也离不开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我们绝不会关
起门来搞建设，而是要以更大力度、更高水平开放为前提构
建新发展格局。

“所以说，‘双循环’重点不在‘内’‘外’，而在循环，核心
是要通过深化改革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他说，当前，国民经
济循环还有梗阻，主要表现在微观层面的产品、技术和供应
链的循环，中观层面产业、城乡循环，宏观层面生产、分配、流
通、消费的循环等。

要打通堵点，改革要有针对性。王一鸣分析，这就需要
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深
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促进国内规
则规制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要更加积极主
动推进深化改革，提高国民经济循环的质量和效率，增强经
济发展内生动力。

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巩固我国经济稳定转好的基本趋势
——访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王一鸣

新华社记者 陈炜伟

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记者胡璐） 水利部副部长叶建
春 24日表示，今年汛期水利部科学精细实施水工程调度，全
国 3852 座（次）大中型水库共拦洪 1680 亿立方米，减淹城镇
1310个、减淹耕地3392万亩、避免人员转移2148万人。

叶建春是在 24日水利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上述
表示的。他说，今年我国发生了 1998年以来最严重的汛情。
6月以来，全国平均降雨量438毫米，较常年偏多18%，为1961
年以来最多。全国七大流域26个省份827条河流发生超警以
上洪水，较常年偏多8成，其中266条超保证、77条超历史。

面对严峻防汛形势，水利部立足监测预报预警、水工程调
度、抢险技术支撑三项职责，聚焦防范超标洪水、水库失事、山
洪灾害“三大风险”，全力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通过精准
预报、精细调度、科学防控，全国大江大河干流和重要圩垸堤
防无一决口，最大程度降低了灾害风险。

叶建春说，今年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造成 28个省份多
处堤防护岸、水库设施、农村供水和灌溉设施、泵站涵闸、水文
站等水利工程损毁，水利灾后恢复重建任务仍十分繁重。

下一步，他表示，将抓紧与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共同协商
开展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尽快修复受损的水毁水利设施。还
要结合“十四五”规划编制，推进防洪薄弱环节工程建设，尽快
补齐防洪工程短板，全面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

今年汛期全国3852座（次）
大中型水库共拦洪1680亿立方米

新华社天津9月24日电（记者周润健） 中秋节将至，又
到赏月时。天文专家表示，今年中秋月“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最圆时刻出现在10月2日（农历八月十六）凌晨5时5分。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史志成介绍，每
逢农历初一，我们看不到月亮，叫“新月”，也叫“朔”；到了农历
十五左右，我们可以看到圆圆的月亮，称为“满月”，也叫“望”。

史志成说，今年中秋节与国庆节“喜相逢”，同时出现在
10月1日这一天。今年农历八月中“望”的时刻出现在10月2
日凌晨5时5分，所以中秋月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虽然中秋月圆在十六，但十五的月亮肉眼看起来很接近
正圆，如瑶台镜、白玉盘一般，圆润饱满，晶莹剔透，令人赏心
悦目。只要天气晴好，10月1日晚，注定会是一个‘花好月圆’
的美妙夜晚。”史志成说。

今年中秋月“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最圆时刻出现在凌晨

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记者侯雪静） 中华全国供销
合作总社理事会主任喻红秋24日表示，要全面提升基层供
销社发展质量，分类改造薄弱基层供销社，逐步消除无资
产、无业务、无人员的“三无”基层供销社，努力实现全国所
有乡镇基层供销社全覆盖。

喻红秋是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
出上述表述的。

喻红秋表示，基层供销社是直接面向农民开展生产生
活服务的主要载体，是为农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只能加
强，不能削弱，每年要按照基层供销社总量 5%的比例改造

提升薄弱和相对薄弱基层供销社。
我国基层供销社建设成效明显，过去5年，全国供销合

作社系统累计改造新建基层供销社 7515家，总数达 3.2万
家，基本实现涉农乡镇全覆盖。

喻红秋说，未来5年将建设3000家综合实力强、服务功
能全、与农民联结紧的标杆基层供销社，打造乡镇为农服务
综合体。同时，要以基层供销社为依托，完善农业社会化服
务体系，力争到 2025年，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土地托管面
积达到 1.5 亿亩，各环节农业社会化服务规模达到 3 亿亩
次，服务带动小农户5000万户以上。

供销总社：努力实现全国所有乡镇基层社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