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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贵定县盛源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东山尾矿库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已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和《关
于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套
文件的公告》(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年第48
号)的规定及要求，现将《贵州省贵定县盛源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东山尾矿库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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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1xD⁃

dQl-E_9TlQ4FlJ4S8Jmw
提取码：zk8e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建设单位：贵州省贵定县盛源矿

业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宝山街道
联系人及电话：杨总，18708542879
电子邮箱：2404469569@qq.com

（2）环评中介服务机构：贵州大学科
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贵州大学
科技园

联 系 人 及 电 话 ：周 主 任 0851 －
83635725

电子邮箱：1179839683@qq.com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东山尾矿库所在地及周边的个人与社

会团体。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1xD⁃
dQl-E_9TlQ4FlJ4S8Jmw

提取码：zk8e
四、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1、电子邮箱：2404469569@qq.com
2、邮寄地址：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宝

山街道竹林沟锌矿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1年8月16日至2021年8月27日。
贵州省贵定县盛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8月16日

贵州省贵定县盛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东山尾矿库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

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美联社 14日报道，根据该媒
体对世界各国承诺捐赠及实际交付新冠疫苗数量的统计，
中国捐赠疫苗数量大幅领先世界其他国家。而除中国以
外，其他国家实际捐赠疫苗数量只占其承诺数量的一小部
分。

报道援引尼日利亚传染病专家克里斯蒂安·哈皮的话
说，发达国家的疫苗捐赠既不充足，也不可靠，它们不仅获
得了世界上大部分疫苗，而且还在为自己国家已接种疫苗
的民众继续注射加强针。报道援引欧洲联盟外交与安全政
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的话说，面对中国，欧盟在疫苗
捐赠方面的落后是一种失败。

报道说，在众多发达国家享有充足疫苗的同时，委内瑞
拉、海地、叙利亚等发展中国家获得的疫苗数量却捉襟见
肘。

报道援引美国东北大学专门研究药品可及性的法学教
授布鲁克·贝克的话说，在发达国家动用“新冠疫苗实施计
划”疫苗供应的同时，超过 90个发展中国家却几乎无法获
得疫苗，这是不合理的。他指出，发达国家正在利用疫苗双
边共享获取地缘政治利益。

美媒

中国捐赠疫苗数量大幅领先其他国

新华社马尼拉8月15日电（记者 刘锴 闫洁） 菲律宾
卫生部 15日宣布，该国发现首例感染新冠变异病毒拉姆达
毒株确诊病例。

卫生部当天发布声明说，患者是一名35岁女性，为无症
状感染者，经过 10天隔离后已经康复。医疗卫生人员正着
手开展病例溯源和流行病学调查。

拉姆达毒株最早在秘鲁发现，是世界卫生组织所列“需
要留意”的新冠变异病毒之一。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这种毒
株可能具有更高传染性和更强的抵御中和抗体能力。

菲律宾卫生部的数据显示，当天该国新增确诊病例
14749例，为疫情暴发以来单日新增第二高，累计确诊病例
已超过174万例，累计死亡30340例。

菲律宾疫情近期再次呈快速增长趋势，连续多日新增
确诊病例超过 1万例。为控制疫情，菲律宾政府自 8月 6日
起在包括首都马尼拉在内的多个高风险地区实施“封城”措
施。

菲律宾发现首例拉姆达毒株确诊病例

新华社墨西哥城8月14日电（记者 王钟毅） 太子港
消息：据当地媒体援引海地民防部门的消息，海地西部地区
14 日早晨发生 7.2 级地震，截至当晚已造成至少 304 人遇
难、1800人受伤。

海地民防部门当天下午在社交媒体上说，大部分遇难
者位于受灾最严重的西南部地区。救援仍在进行，当地医
院正持续收治伤者。

海地总理亨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已抵达灾区指挥
救援。亨利还宣布，海地开始实施为期一个月的国家紧急
状态。

地震发生后，墨西哥、古巴、多米尼加等拉美多国发表
声明对海地表示慰问。古巴政府表示，古巴东部和中部也
有震感，但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古巴外交部
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古巴卫生专业人员第
一时间为海地人民提供了医疗援助。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海地西部尼普斯
省当地时间14日7时29分（北京时间14日20时29分）发生
7.2级地震，震中距海地首都太子港约 150公里，震源深度
约10公里。随后，又发生多次余震。 （参与记者：林朝晖）

海地西部地震遇难人数升至304人

新华社扬州8月15日电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克强总理批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11日至 15日到江苏省扬州市调研
指导疫情防控工作。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扬州疫情防控取
得阶段性成效，每日新增报告病例持续下降，感染来源发生
结构性变化，基本都在隔离范围内，社区传播链得到有效阻
断。五天来，孙春兰实地了解社区管控、核酸筛查、集中隔
离、流调排查、物资保障等情况，与定点医院的医疗专家视频
连线研究患者救治工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加强院感防控工
作，每晚与一线专家研判疫情形势，听取江苏省和扬州市以
及前方工作组汇报，部署推进重点防控任务。

孙春兰强调，当前扬州疫情防控仍处于关键时期，要咬
紧牙关、一鼓作气，持续抓好各项防控举措的落实，巩固积极
向好的形势，早日打赢这场疫情歼灭战。要优化核酸筛查方
案，精准分区确定不同的检测频次，突出重点地区重点人群，
提高检测质量和效能。根据核酸筛查情况，及时动态调整小
区管控措施，实行分级分类管理，解决好封闭小区物资保障
和群众就医用药问题。随着隔离人员增多，隔离点管理的重
要性更加凸显，要充实专业人员，杜绝交叉感染。要千方百
计救治每一位患者，特别是对儿童患者要给予精心呵护，加
强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提前考虑康复和预后问题。要妥善
解决外地人员因疫情滞留扬州和流浪乞讨人员等特殊群体

的防疫问题。
孙春兰指出，疫情防控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完善

常态化疫情防控机制，严格落实外防输入各项措施，对边境
地区、口岸城市以及出入境航班、机场、港口等，从严落实入
境核酸检测、健康监测等闭环管理措施，堵住可能引起疫情
传播的漏洞。加强重点公共场所室内通风、环境消杀和健康
监测，实行预约、错峰、限流，减少人员聚集。加快补齐公共
卫生事业发展短板，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加强疾控体系建设，
做好大规模核酸检测、疫情监测预警、医用物资储备、人员培
训等应对准备，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孙春兰在扬州调研时强调

坚持从严从紧、科学精准 一鼓作气打赢聚集性疫情歼灭战

这是贵州平塘至罗甸高速公路平塘特大桥（2021年8月9日摄，无人机照片）。
世界桥梁看中国，中国桥梁看贵州。作为中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贵州在喀斯特高原上架起2万余座桥梁，创造

了数十个“世界第一”。这些桥梁，不仅是出山路、产业路、旅游路，更是人们摆脱贫困、奔向小康的致富路。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万桥飞架在贵州高高的山岗上，天堑变通途。奇迹的背后，是中国人民奋斗精神的写照。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新华社杭州8月15日电（记者
魏一骏） 15 日，我国首条民营控股
高铁——杭绍台铁路开始静态验收，
标志着项目正式进入竣工验收阶段。

静态验收是指对建设项目进行
检查，确认工程是否按设计完成且质
量合格，系统设备是否已安装并调试
完毕的过程，验收的内容包括专业现
场验收和静态综合系统验收。此次
静态验收由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
限公司组织开展，验收范围涉及工
务、电务、电力及牵引供电、信息、房
建工程、客服设施、环水保共7个专业
工程，计划9月进行动态检测，随后转
入联调联试阶段，11 月进行运行试
验，今年年底前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杭绍台铁路是国家沿海铁路快
速客运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连接杭
州、绍兴、台州三地，北起杭州东站，
利用杭甬高铁至绍兴北站，之后新建
正线至台州市温岭站，设计时速 350
公里，线路全长约 266.9公里，其中新
建线路约 226.3公里，设绍兴北、上虞
南、嵊州北、嵊州新昌、天台山、临海、
台州、温岭8个车站。

自2017年底全线开工建设以来，
铁路建设管理和施工单位密切配合，
克服极端天气、新冠肺炎疫情、高难
度工程等困难，按期完成各节点目
标，并创造了华东地区最长隧道、单
洞四线大断面隧道、高铁桥墩大深度
钻孔等多项施工纪录。

杭绍台铁路建成后，将连通沪
昆、商合杭、宁杭、杭黄、杭深高铁，接入长三角高铁网。线路
通车后，浙江杭州到台州的铁路出行时间将由目前的 2小时
左右压缩至1小时左右，对温台城市群融入长江经济带，助力
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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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沈阳8月15日电（记者 白涌泉） 辽宁省人社厅
近日发布《关于延续实施和优化完善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措
施的通知》，多措并举为稳岗就业新政减负，增强政策稳定性
和可持续性。

聚焦支持市场主体稳岗扩岗。继续放宽失业保险稳岗
返还裁员率标准，提高中小微企业返还比例，鼓励企业不裁
员、少裁员。继续对中小微企业开展以工代训给予培训补
贴，切实减轻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负担，更好地稳定和
扩大岗位。

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政策范围。将职业技能提升专账资
金补贴性培训对象扩大到各类高等和中职院校应届毕业生，
将各高校“1+X”证书中的X证书纳入专账资金补贴范围，助
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拓展就业本领。

聚焦促进多渠道就业创业。在坚持落实各项中长期就
业创业系列政策基础上，加大对毕业生基层就业和升学入
伍、引导促进毕业生市场化社会化就业的支持力度，延续实
施退役士兵和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优化就业见
习补贴政策。特别是通过继续延长 6个月高校毕业生灵活
就业社保补贴期限，鼓励灵活就业的毕业生参加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自主选择灵活的缴费基数和缴费时间，大力支持多
渠道灵活就业。

精准帮扶就业困难群体。对辽宁省就业困难人员范围
进行动态调整，统筹发挥公益性岗位安置、培训期间生活费
补贴、失业保险保障扩围政策的协调联动作用，切实帮助困
难人员缓解生活压力。

辽宁：为稳岗就业新政减负让饭碗端稳端好

8月15日，CR400BF-G型复兴号高寒动车组在牡佳高
铁上试跑。

当日7时50分，牡佳高铁联调联试现场首组CR400BF-
G型复兴号高寒动车组从牡丹江站缓缓驶出，这是复兴号高
寒动车组首次参与牡佳高铁联调联试，也是复兴号高寒动车
组首次在中国最东端高寒高铁线路试跑。

新华社发（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供图）

复兴号高寒动车组
首次试跑中国最东端高铁

8月14日，人们在法国尼斯的海边休闲。
近日，法国东南部部分城市迎来高温天气，海滨城市尼

斯白天最高温度超过33摄氏度。
新华社发（塞尔日·阿乌齐 摄）

新华社武汉8月15日电（记者 侯文坤） 据湖北省应急
管理厅消息，8日以来强降雨过程已累计造成湖北141.12万
人受灾。

8 日以来，湖北多地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受灾严重。
截至8月15日16时，此轮强降雨过程已造成湖北省武汉市、
黄石市、十堰市、宜昌市、襄阳市、鄂州市、荆门市、孝感市、黄
冈市、随州市、恩施州、潜江市、神农架林区等13市（州、直管
市、林区）50县（市、区）共计 141.12万人受灾，紧急避险 3.53
万人，转移安置5.19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16.53千公顷，其

中绝收面积17.25千公顷；因灾倒塌房屋988间，不同程度损
坏房屋1.43万间。

目前，湖北降雨开始明显减弱，江河湖库汛情趋稳，长
江、汉江各站水位均在设防以下；省内主要中小河流水势平
稳，其中澴水孝感站水位 26.91米，超设防 0.41米，其他均在
设防水位以下；省内五大湖泊中梁子湖、汈汊湖、洪湖、长湖
超汛限水位，斧头湖超设防水位，另有 7座大型水库超汛限
水位。

近期强降雨已致湖北141万余人受灾

新华社喀布尔8月15日电 阿富汗代理内政部长阿卜
杜勒·萨塔尔·米尔扎夸勒15日对媒体表示，现政府将会把
权力移交给过渡政府。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当天在社交
媒体上表示，他们正在首都喀布尔与阿政府商讨“和平移交
权力”。

米尔扎夸勒表示，塔利班不会攻击喀布尔，权力移交将
以和平方式进行。他还说，政府军会确保喀布尔市的安全。

当天上午，喀布尔部分地区传出零星枪声。阿富汗当
地媒体报道，塔利班武装力量已对喀布尔完成合围，目前在
城郊处待命。阿富汗总统府方面说，没有人进攻喀布尔，安
全部队和国际盟友将保卫喀布尔。

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15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塔利
班已命令该组织所有武装人员不要进攻喀布尔。该组织正
在喀布尔与阿富汗政府商讨“和平移交权力”。他还说，塔
利班当天又攻占了贾拉拉巴德、巴米扬、霍斯特等数个省会
城市。

按照塔利班方面的说法，该组织在10天内已攻占全国
34个省会城市中的30个。

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商讨“和平移交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