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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事

国际

1、报告书查阅方式及途径
纸质版查阅：公众可联系贵州诺森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罗工，联系电话：18744770700；
电 子 版 查 阅 ：（https://pan.baidu.com/s/1EdGsF⁃

pZG9ZYGxtqZeK2UFQ），提取码（bp4w）。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附近村庄、居民、学校等敏感点公众。
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 接 ： https://pan.baidu.com/s/1QNdDhyQM_

9Agis5huj91yg
提取码：hyre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及途径
公众可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后

10个工作日内填写公众意见表，可通过传真、信函、电子
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评价单位提交公众意见表。

1、环评单位：贵州诺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罗工；联系电话：18744770700；电子邮箱：

1907022990@qq.com
2、建设单位：贵州乔发废旧车回收有限公司
联系人：唐总；手机：13508508650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公众意见的期限为自本公示发布起 10个工作

日内。

贵州乔发废旧车回收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6日

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贵州天社文化体育产业有限公司：
由贵公司与我公司共同出资成立的贵州富升置业

有限公司，现已停止所有工作业务。请你公司自本公
告刊登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携带相关证件到我公司协商
处理相关遗留问题。逾期，我司将按照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程序进行处理。

特此公告。

贵州东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11月26日

公 告

根据省环保厅《关于转发环保部〈关于印发（全国集中式
生活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实施方案）的函〉的通知》（黔环通
[2012]234 号）文件精神，现将2020年11月份全州十二县（市）
城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予以公告。

黔南州生态环境局
2020年11月23日

公 告

2020年11月全州十二县（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表

备注：评价标准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
2002）Ⅲ类标准及《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
类标准；其中地表水根据《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办法(试行)》
规定,水温、总氮、粪大肠菌群不参与评价。

城市名称

都匀市

福泉市

龙里县

惠水县

荔波县

独山县

罗甸县

三都县

瓮安县

贵定县

长顺县

平塘县

水源地名称

茶园水库

黑塘桥

平堡河

岔河

猴子沟

小西堡

鱼梁水库

双庆

龙塘

荔波县水厂
饮用水源

高岩水库

甲摆河

坝王河

甲晒河水库

水冲河水库

落马塘水库

胜土水库

擦耳岩水库

花甲水库

乐芒水库

打龙潭

转拐龙潭

拉高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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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圣保罗11月24日电（记者 宫若涵）巴西卫生
部 24日 18时 30分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过去 24小时巴西
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31100例，累计确诊 6118708例；新增死
亡病例630例，累计死亡170115例；累计治愈5476018例。

巴西媒体援引英国帝国理工学院 24日公布的数据报
道，9月底到10月底，巴西的新冠病毒基本传染数低于1，进
入11月以来，又重新升至1以上，目前达1.3，为5月24日以
来的最高值，意味着每名感染者平均可传染1.3人。基本传
染数持续低于1，疫情才可能逐渐消散。

巴西多所公立大学的研究人员 23日在一份联合发布
的疫情报告中说，巴西正迎来第二波疫情，至少有三个因素
导致了确诊人数爆炸性增长或病毒持续大范围传播，即缺
少系统性的病毒检测和病例追踪，缺少全国协调一致、明确
有效的抗疫政策，在缺少依据、未经专家仔细评估情况下放
松了隔离政策。

据巴西卫生部 24 日数据，圣保罗州是疫情最严重的
州，累计确诊超过 120万例，累计死亡逾 4万例。米纳斯吉
拉斯、巴伊亚、里约热内卢等州累计确诊病例均超过 30万
例。

世界卫生组织2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巴西累计确
诊病例数位居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印度；累计死亡病例
数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

巴西日增3万新冠确诊病例 累计死亡超17万例

新华社首尔11月25日电（记者 耿学鹏）“走近疫情一
线：国际新闻图片展”24日在韩国首尔开幕。展览通过媒
体记者的影像记录，展现各国民众抗击新冠疫情的努力。

本次图片展由韩国联合通讯社、韩国历史博物馆联合
主办，共展出世界47家通讯社大约120幅新闻图片。拍摄
地点涉及全球 70 多个城市，内容包括各地抗击疫情的努
力、当地人在疫情下的生活、医护人员的辛勤工作以及各
国之间的抗疫合作等。

新华社记者所拍摄的《武汉火神山医院建设快速推
进》《“最美印痕”》和《上海芭蕾舞团网上直播“公益公开
课”》等新闻照片在图片展中展出。

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这次图片展给予人们以慰藉和
希望，促进全世界团结合作战胜疫情。

本次图片展将持续至2021年3月1日。

抗击疫情主题国际新闻图片展在首尔举行

11月25日，参会嘉宾在体验智能健康初筛机器人。
当日，以“数智互联·共塑未来”为主题的2020京东全球科

技探索者大会在北京举行。此次大会聚焦产业数智化趋势与
前沿探索，以线下与线上直播联动的形式，全方位解读数智化
浪潮下的探索与实践。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 摄

京东全球科技探索者大会
在京举行

11 月 24 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里根国家机
场，戴口罩的旅客们站在一处要求佩戴口罩的标识旁。

随着26日感恩节临近，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发布
指南，呼吁民众不要在感恩节假期出行，以降低感染和传播
新冠的风险。尽管如此，数百万美国民众仍选择在此期间
出门。据美国交通安全局统计，上周末仅通过乘飞机一种
方式出行的就有超过三百万人。 新华社发（沈霆 摄）

新华社杭州11月25日电（记者 温竞华 朱涵）国家互
联网应急中心副总工程师陈训逊24日说，国家互联网应急
中心对我国网络安全态势监测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捕
获计算机恶意程序样本约 1815万个，日均传播次数 483万
余次。其中境外恶意程序主要来自美国，占比达57.4%。

当天在浙江乌镇举办的中国网络信息安全科技创新
发展联盟年度论坛上，陈训逊表示，今年受全球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远程协同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模
式，也增加了数据泄露、网络钓鱼、勒索病毒、网络诈骗等
安全风险，给我国疫情防控期间网络安全保障工作带来压
力。

今年上半年，我国境内受计算机恶意程序攻击的 IP地
址约 4208 万个，约占我国 IP 总数的 12.4%，主要分布在山
东、江苏、广东、浙江等省份。我国境内感染计算机恶意程
序的主机数量约304万台，同比增长25.7%。

陈训逊分析，上半年，疫情相关题材成为新的攻击方

式，境外多个组织以新冠肺炎主题对我政府、军工、医疗、
高校、科研院所发起攻击。如“白象”组织仿冒国家卫健委
官网的域名，投放恶意文件“武汉旅行信息收集表”等；“海
莲花”以新冠肺炎疫情相关内容为诱饵，对我国卫生部门
发起攻击，意图窃取我国的疫情防控情况。

而随着我国数字化工具在疫情防控中的广泛应用，小
程序、健康码、App等多种线上方式收集的信息涉及身份信
息、生物识别信息和位置信息等，诸多数据安全也存在隐
患。陈训逊说，面对新型基础设施网络防护的需求，政府
应该加强顶层设计和联动，将网络安全融入新型基础设施
的运营全过程。

此外，常态化疫情防控下远程办公的网络安全威胁预
计仍是今年下半年关注的焦点，各方应重视风险隐患，积
极开展应对，有效预防信息泄露和远程备份的安全问题。

中国网络信息安全科技创新发展联盟年度论坛由国
务院国资委主办。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

今年上半年捕获计算机恶意程序样本约1815万个

新华社石家庄11月25日电 11月24日至25日，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在河北调研时强调，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一系列
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文化建设
的战略部署，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重要文化和
自然遗产的系统性保护，弘扬民族精神，坚定文化自信，高质
量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调研期间，黄坤明深入唐山市迁西县、迁安市，实地察看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等情况，听取
干部群众意见建议。

黄坤明指出，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十四五”时期国家深入
推进的重大文化工程。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和
爱国情怀，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
征，具有超越古今的持久影响力。要坚持国家站位、突出国
家标准，以大格局、大视野、大境界抓好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
规划设计，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要突出文化
内涵、弘扬文化精神，规划建设好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主题展
示区，深入挖掘长城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景观价值和精神内
涵，创作生产富有地域风情、文化特色的文创产品，通过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使长城蕴含的丰厚历史文化资源进一步鲜活
起来。

黄坤明强调，文物古迹和文化遗产不可多得、不可再
生。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要坚持保
护第一、传承优先，以沿线一系列主题明确、内涵清晰、影响
突出的文物和文化资源为主干，科学划定和建设管控保护
区，对各类文物本体及环境实施严格保护，统筹抓好保护传
承、研究发掘、环境配套、文旅融合、数字再现等重点工程，努
力探索新时代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新路。要突出
活化传承和合理利用，创新公园模式，促进优质文化旅游资
源一体化开发，同时又以旅游驱动沿线经济社会发展，优化
城乡文化资源配置，加大文化惠民力度，使公园建设与人民
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深度融合、开放共享。

黄坤明在河北调研时强调

弘扬民族精神 坚定文化自信 高质量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记者 董峻 黄垚）中国农业科
学院院长唐华俊25日说，中国农科院将聚焦未来农业发展基
础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前沿领域，聚焦粮棉油、肉蛋奶等重要
农产品全产业链共性关键技术和“卡脖子”技术，培养一批领
军人才。

当天，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农科院第四次人才工作会上，
唐华俊表示，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成为主旋
律。然而，我国农业还面临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与发展方式粗
放、发展动力转换与科技创新成果供给不足等困境。

“目前我国种子国外依赖度高，粮食作物单产水平进入
徘徊期，非洲猪瘟、草地贪夜蛾等重大生物安全事件频发，一
些地区农业面源污染、耕地重金属污染严重。”唐华俊说，“畜
禽良种国产化、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智能农机装备研发等重
大领域共性关键技术和‘卡脖子’技术仍有待突破，迫切需要
相应的农业科技人才。”

唐华俊认为，中国农科院过去的人才培养存在学科间人
才结构不平衡，人才培养、使用、配置与重大科研任务结合不
够紧密等问题。

“目前66%的领军人才集中在作物、畜牧、植保、资源与环
境 4个优势学科中，农业机械、农业工程、经济信息等传统学
科高层次人才数量不足，人工智能育种、纳米材料技术、能源
微生物等新兴交叉学科人才布局明显不足。”他说，下一步要
根据创新链、产业链布局按需精准引才，实现人才精准培养
和科技资源高效配置。

在人才培养方面，唐华俊认为，要将人才培养使用与重
大科研布局、重大科技任务实施、重大创新平台建设等统筹
谋划、整体布局。同时实施国际化人才培养计划，选派重点
领域科研和管理人员到世界一流科研院所开展合作研究和
学习交流，加快提升国际化水平。

唐华俊表示，“十四五”期间，中国农科院要整合优化项
目、平台、经费、岗位等优质资源，营造有利于人才发展的制
度和政策环境，培养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确保国
家粮食安全和人民生命健康，助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
化建设。

中国农科院将聚焦农业

“卡脖子”技术培养一批领军人才

这是11月25日拍摄的郑万高铁彭溪河多线特大桥施工
现场（无人机照片）。

当日，由中铁十一局承建的郑（州）万（州）高铁重难点控
制性工程——彭溪河多线特大桥顺利合龙。该大桥位于重
庆市云阳县黄石镇，大桥长 741.6 米。郑万高铁全长 818 公
里，是西南地区连接华中和华北的主要高速客运通道。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郑万高铁彭溪河多线特大桥合龙

新华社海口11月25日电（记者 吴茂辉）记者 25日从
海南省市场监管局获悉，海南正着手建立基于区块链技术
的冷链食品可信追溯平台，以实现冷链食品供应链全程可
监管追溯。目前正以 1000平方米以上冻库为试点推广使
用该平台，下一步将向全省范围推广。

据悉，该平台由海南省市场监管局与腾讯公司联合创
建，通过利用区块链技术，结合当地冷库实际情况，为各类
进口冷冻食品赋码，建立人、物关联，实现对人、货、场、车等
全环节精准管理及产、存、购、销、运等全流程动态感知，进

而实现供应链全程可监管追溯。
与原有的“手工贴码”“人工录入”冷链追溯系统相比，

该平台具有多种优势，冷库管理人员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
对入库产品的票据进行拍照，即可通过光学字符识别
（OCR）技术录入产品报关信息，并自动关联冷库管理人的
身份和地址信息，无须人工录入；不仅可实现对所有上链追
溯数据确权，保障数据所有者合法权益，防止核心商业数据
外泄，增强企业数据上链信心，而且可保障上链数据真实可
靠，为监管部门提供冷链食品准确的追溯数据。

海南建立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冷链食品溯源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