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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
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
环境部令 第 4 号）中的相关规定，现将贵
州独山牧原农牧有限公司独山一场生猪养
殖项目（变更）环境影响评价有关信息予以
第二次公示，以征求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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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求意见稿的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

1eZB81VcB7UdLTksYPT6kIg 提 取 码 ：
4quk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建设单位：贵州独山牧原农牧有限公

司

环评单位：贵州树青环保咨询有限公
司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周边的个人和社会团体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

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
html

四、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途径
联系人：韦工
电话：18275207270
五、公示时间
公示之日至第十个工作日

贵州独山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021年4月6日

贵州独山牧原农牧有限公司独山一场生猪养殖项目（变更）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
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
环境部令 第 4 号）中的相关规定，现将贵
州独山牧原农牧有限公司独山十场生猪
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有关信息予以第
二次公示，以征求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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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求意见稿的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

1RfZ3Dy7gB8pO6i4j2pIyDw提取码：sto0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建设单位：贵州独山牧原农牧有限公

司
环评单位：贵州树青环保咨询有限公

司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周边的个人和社会团体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

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
html

四、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途径
联系人：韦工
电话：18275207270
五、公示时间
公示之日至第十个工作日

贵州独山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021年4月6日

贵州独山牧原农牧有限公司独山十场生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征求意见稿公示

文章伊诺，女，2017 年 7 月 30 日出生，2017 年 10 月 22
日凌晨 1：00左右在都匀市沙包堡街道办事处七星路十字
街东来尚城小区内长亭凳子上捡拾。

请以上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
都匀市沙包堡派出所联系，联系电话：13648540363 万警
官，即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注：以上儿童姓名由捡拾人文斌所取。
都匀市沙包堡街道办事处龙昌社区居民委员会

2021年4月7日

公 告

朝鲜宣布不参加东京奥运会
新华社平壤4月6日电（记者 洪可润 江亚平） 据“朝

鲜体育”网站6日报道，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
峻，朝鲜决定不参加东京奥运会。

报道说，朝鲜奥林匹克委员会于 3月 25日在平壤举行
会议，根据委员的提议，决定不参加东京奥运会，以保护运
动员的健康免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威胁。

报道还说，会议强调在新的五年计划期间，要在国际比
赛中持续增加获奖牌数量，在全国掀起体育热潮。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朝鲜立即采取严格的防控措
施，其中包括关闭边境，以防止病毒的传播。

伊朗重申美国应一次性解除对伊所有制裁
新华社德黑兰4月5日电（记者 高文成） 伊朗外交部

发言人哈提卜扎德 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伊朗拒绝分
步解除对伊制裁的方案，美国应一次性解除对伊所有制裁。

哈提卜扎德说，伊朗要求美国首先解除对伊所有制裁，
伊朗在核实制裁解除后将撤销因美方违约而采取的减少履
约的举措，完整履行伊核协议。

此前一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阿拉格希做出类似表
态。他说，在美国重返伊核协议的问题上，伊朗拒绝分步走
方案，要求美国一次性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制裁。

2015年 7月，伊朗与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
德国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根据协议，伊朗承诺限制
其核计划，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裁。2018年5月，美国政府
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措
施。2019年 5月以来，伊朗逐步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
款，但承诺所采取措施“可逆”。

新西兰与澳大利亚将开放互免隔离旅行
新华社惠灵顿4月6日电（记者 卢怀谦 郭磊） 新西

兰总理阿德恩 6日宣布，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之间互免隔离
旅行计划将于4月19日正式生效。

阿德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之间开
通“旅行气泡”计划的条件已经成熟。她说，过去 12个月，
新西兰成功地确保新冠疫情受到有效遏制，现在终于可以
恢复跨塔斯曼海峡的旅游。不过，在过去14天新冠病毒检
测结果为阳性的人以及尚在等待新冠检测结果的人不能免
隔离旅行。此外，如果疫情再次暴发，该计划可能会暂停。

所谓“旅行气泡”计划，是指疫情得到控制的国家及地
区建立旅游合作关系，允许符合条件的民众跨境旅行，且入
境后无需隔离。

俄罗斯安全部门挫败一起恐怖袭击图谋
新华社莫斯科4月5日电（记者 鲁金博） 俄罗斯联邦

安全局网站 5日发布公告说，俄执法人员在斯塔夫罗波尔
边疆区挫败一起恐怖袭击图谋。

公告说，执法人员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基斯洛沃茨
克市采取行动，逮捕一名企图用自制爆炸装置袭击执法机
构的犯罪嫌疑人。这名嫌疑人是俄罗斯公民，1996 年出
生，有犯罪前科。俄安全部门在其家中查获用于制造爆炸
装置的物品和极端主义宣传材料等。

公告说，执法人员同日在基斯洛沃茨克市逮捕与该嫌
疑人有联系的3名俄罗斯公民。他们涉嫌参与为叙利亚境
内的恐怖组织筹款，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支持者。

公告没有提及具体抓捕时间。

日本家庭消费连续3个月同比下降
新华社东京4月6日电（记者 刘春燕） 日本总务省 6

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受日本再次实施紧急状态影响，2
月份日本实际家庭消费连续3个月同比下降。

报告显示，2月日本两人以上家庭平均实际消费支出
为 25.2451万日元（1美元约合 110日元），同比降幅从上月
的 6.1%扩大至 6.6%；环比来看，实际家庭消费经季节调整
后上升2.4%。

因新冠疫情扩散，日本多地自1月8日起再次进入紧急
状态，“面对面”的服务型消费受到很大影响。2月份，日本
家庭用于在外就餐、家庭耐用消费品、文化娱乐、交际和住
宿交通等方面的开支比上年同期减少；用于电费、水费、学
费及教科书等方面的开支增加。

尼日利亚一监狱遭袭1800多名犯人逃跑
新华社阿布贾4月6日电（记者郭骏） 尼日利亚狱政

部门 5日证实，尼南部伊莫州首府奥韦里一座监狱当天早
些时候遭武装分子袭击，导致1800多名犯人逃跑。

尼联邦政府狱政部门发言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
说，一伙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当天凌晨袭击这座监狱，并与
值守的安全人员发生交火。后来武装分子动用爆炸物引爆
路障并进入监狱，强行释放了1844名犯人。当时有35名犯
人拒绝逃跑，后来有6名逃跑的犯人自行投案。

尼日利亚狱政部门已经开始对此次袭击事件展开全面
调查，并与其他安全机构合作搜捕在逃人员。尼警察总监
穆罕默德·阿达穆已下令向伊莫州增派警力加强当地安全，
以防止当地再次发生袭击事件。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
事情……”

1936年8月2日凌晨，东北大地，一辆疾驰的火车上光影
交错。一名身形瘦削、形容枯槁却神情坚毅的女子，正俯身
疾书。她在赶时间，这趟车的终点她再清楚不过——位于黑
龙江珠河县的刑场。

一身粗布红衣、一把手枪，骑着白马冲锋于林海雪原间
……这是她战斗时的模样。她叫赵一曼，是被誉为白山黑水
民族魂的抗日女英雄。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出生于四川宜宾的一个地主家庭。
她可以选择的人生是：穿绫罗绸缎，在安逸与舒适中度过一
生。

彼时国家风雨飘摇，这名大家闺秀自问“女子缘何分外
差”。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她，剪碎裹脚布，走出大宅院，走上
为人民争取解放的道路。

1926年，21岁的赵一曼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革命“跨江
渡海走天涯”，先后在黄埔军校、莫斯科中山大学等学习，回
国后在宜昌、上海、江西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宁儿，是赵一曼儿子陈掖贤的乳名，取安宁之意。可国
之将亡，家何以宁？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赵一曼“誓志为人不为
家”，将不到两岁的儿子托付给亲友，隐姓埋名，只身奔赴东
北。

此去经年，母子生死两茫茫。
在东北地区，赵一曼文能发动群众，参与领导哈尔滨电

车工人反日大罢工；武能红妆白马，威震敌胆，被当地战士亲
切地称为“我们的女政委”。

1935年11月，掩护部队突围时，一颗子弹击中赵一曼的
大腿，后来她不幸被捕。

狱中，辣椒水掺杂着汽油，顺着塞在赵一曼喉咙的竹筒
灌入，等到肚子膨胀起来，杠子重重压上去，辣椒水和汽油从
口鼻中溢出。整整九个月，各种酷刑轮番施行，但她始终坚
贞不屈，没有吐露敌人想要的任何信息。

“在长时间经受高强度电刑的状态下，赵一曼女士仍没
招供，确属罕见，已不能从医学生理上解释。”日军档案如是
记载。

“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
笑看旌旗红似花。”

赵一曼挥毫而就的《滨江抒怀》中，血与火铸就的信念，
舍身殉国的豪情，倾泻于字里行间。

1936年8月1日，从赵一曼口中得不到有用情报的日军，
将她押上开往珠河县的火车。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

宁儿啊！赶快成人……”目的地越来越近，赵一曼的笔触愈
发仓促与悲切。

160余字的家书，字字断肠：“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
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1936年 8月 2日，赵一曼壮烈牺牲，年仅 31岁。而这封
绝笔家书也在战火中不知下落。

1950年，电影《赵一曼》在全国放映。荧幕前的宁儿泪眼
婆娑，那时他正四处苦寻母亲李坤泰。几年后，组织确认赵
一曼就是李坤泰，并在日军审讯档案里发现了记载家书的资
料。

20余载，家书终抵家。
《滨江抒怀》的报国之意，绝笔家书的舐犊之情，穿越时

空，给人以无穷的启示、无尽的感悟……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殷殷致子书 拳拳爱国心
新华社记者 周圆

红色百宝 奋斗百年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记者 侯雪静 胡璐） 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6日发布《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

白皮书全面回顾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与
贫困作斗争，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
挥、亲自部署、亲自督战，汇聚全党全国全社会之力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波澜壮阔伟大历程，全景式反映中国减贫事业发展
成就和世界贡献。

白皮书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革命胜利，建立新
中国，开启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崭新历程。改革开
放极大促进了中国发展，中国减贫进程加快推进。中国发展

进入新时代，中国减贫进入脱贫攻坚历史新阶段。中共十八
大以来，经过8年持续奋斗，到2020年底，中国如期完成新时
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白皮书指出，脱贫攻坚战对中国农村的改变是历史性
的、全方位的，是中国农村的又一次伟大革命，深刻改变
了贫困地区落后面貌，有力推动了中国农村整体发展，补
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突出短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发展历史上首次
整体消除绝对贫困，实现了中国人民的千年梦想、百年夙

愿。
白皮书说，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中国全面消除绝对

贫困，提前 10年实现《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
目标，不仅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
也是人类减贫史乃至人类发展史上的大事件，为全球减贫事
业发展和人类发展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白皮书除前言、结束语外，共包括五个部分，分别为中国
共产党的庄严承诺、新时代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实施精
准扶贫方略、为人类减贫探索新的路径、携手共建没有贫困
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
和旅游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印发通知，将于2021年4
月至7月共同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
艺术作品展演”。

展演荟萃了全国范围内遴选出的140部优秀舞台艺术
作品，突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和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主题，参演作品既有歌剧《红船》、京剧《李大钊》等一批
为庆祝建党百年新创排的剧目，也有话剧《红旗渠》、歌剧

《沂蒙山》、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等曾获精神文明建设“五
个一工程”奖或文华大奖的剧目，此外还包括京剧《红灯
记》、歌剧《白毛女》、豫剧《朝阳沟》、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等观众耳熟能详的经典复排剧目。既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
作品，也有大量现实题材佳作，涵盖戏曲、话剧、歌剧、音乐
剧、芭蕾舞剧、杂技剧、交响乐、民族管弦乐等多个艺术种
类。剧目将在当地展演或在地区间巡演，其中50部作品进
京演出。

展演还将开展线上演播，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文化和
旅游部网站、中国文艺网和其他视频网络传播平台播放，同
时开展观众互动活动。

中宣部等部门将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

近年来，“中国油茶之乡”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把油茶产业生态化、生态油茶产业化作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和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充分利用荒山荒坡、房前屋后、田边地坎种植油茶；同时积极与科研院校合作，加大油茶品
种培育，建立油茶育苗基地、科研基地、油茶加工和发展油茶生态旅游，促进当地农民持续增收，实现了良好的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图为农民在管护油茶树。 新华社发（胡攀学 摄）

4月6日，在瑞丽市目瑙社区一核酸检测点，当地居民
通过设置的通道排队采样。

当日，云南省瑞丽市市区全面开展第二轮全员新冠肺
炎疫情核酸检测。 新华社记者 陈欣波 摄

新华社上海4月6日电 4月6日，中宣部会同交通运输
部、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组织中央和地方媒体在上海启动

“沿着高速看中国”主题宣传活动。
此次主题宣传活动紧扣庆祝建党 100周年主题，选取

包茂高速、沪渝高速、连霍高速、京新高速、景婺黄高速
等 22条经典线路，通过直播互动、采访报道、纪实游记、
文化活动等多元形式，从历史纵深、地理人文、发展变
迁、民生改善等视角，忠实记录百年大党的辉煌历程和丰

功伟绩，全景展现建党百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
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生动反映全国各族人民的幸福
感和自豪感。活动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将持续至6
月25日前后。

活动期间，各媒体将定期刊播行进式、体验式、见闻式报
道，串联起精神线、成就线、风景线、文化线、故事线，充分体
现开放性、参与性、群众性，让人们沿着公路行、跟随镜头走，
将“党的庆典”和“人民的节日”有机融合。

“沿着高速看中国”主题宣传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