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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磷酸系统内多点脱砷工艺优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已经完成，意见稿全文和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见http://www.js-
eia.cn/project/detail?type=2&proid=b2b9c1514a791945bb5d62ea7662aabf，
供公众查阅，且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方式向建设单位或者环
境影响评价单位提交公众意见表。征求意见时间为自公示之日起 10个
工作日。

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9月6日

净化磷酸系统内多点脱砷工艺优化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1年9月18
日（星期六）上午 10：00，在黔南州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多功能厅公开拍卖以下
标的租赁权：

1、都匀市东方机床厂平桥分厂办
公楼6处房屋3年租赁权,面积约6㎡-
62.37㎡；

2、都匀市胜利路、剑江中路、剑
江南路、富强巷、会云桥、石板街、
普安路、七星城6号楼、文明路、蜡

纸厂、民族路、大兴街等18处门面或
办公用房 3 年租赁权,面积约 9㎡-
1779.35㎡；

3、都匀市慧丽佳园、广惠国际对面
科技局、新华公寓、新汽车站对面、马鞍
山城市棚户区等5处房屋3年-5年租
赁权,面积约10㎡-91.84㎡；

4、都匀市市政府车库18个3年租
赁权,面积约18.16-45.44㎡。

展样、报名时间：2021 年 9 月 14 日

至 2021 年 9 月 17 日（上午 9：00 至下午
17:00，以保证金到账时间为准。）

展样、宣传地点：都匀市广惠路337
号石板街中段

报名地点：黔南州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大厅

咨询电话：13984419320（刘先生）
0851-86768177

有意竞买者请带有效证件到报名
点报名，详情备有资料。

详情扫码关注贵州春秋拍卖微信
公众号

贵州春秋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9月8日

租赁权拍卖公告

独山县医疗废弃物处置中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已编制完成，为征求评价范围居民意见，如有相关环保意
见请与我单位进行反馈，现将项目有关信息公告如下：

项目为新建项目，在独山县羊凤村水晶产业园租用 1
栋已建成的厂房对其改造形成各生产功能区，建设面积约
3000m2，另租用1块空地安装污水处理设备，建设年处置
600t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中心。报告链接：https://pan.bai⁃
du.com/s/1T6i2cn59dcY1gcsFJJhsAA，提取码：47jq

一、建设单位单位及联系方式
（1）建设单位：贵州恒源医疗投资有限公司

（2）联 系 人：夏康智
（3）电 话：18685079949
（4）邮 箱：727477940@qq.com
二、环境影响评价单位联系方式
（1）环评单位：贵州柏年瑞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联系人：冯工
（3）电话：18798794640
（4）邮箱：806661480@qq.com
三、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意见表的内容格式见链接（http://www.mee.gov.cn/

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注 团
体单位提出意见后必须加盖公章。公众意见表填写完成后
及时与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进行联系提交意见表原件或将
意见表传至邮箱。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在本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贵州恒源医疗投资有限公司
2021年9月6日

独山县医疗废弃物处置中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

春秋拍卖
CHUNQIU AUCTION 中国拍卖AA级企业 指定公物拍卖企业 省级守合同重信用单位

国际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就试图将‘新冠病毒源
头’这顶帽子强加给中国，千方百计损害中国的国际声誉。这
种将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的做法对全球合作抗疫毫无益处。”
埃及共产党政治局委员萨拉赫·萨路里日前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

萨路里表示，美国将溯源问题政治化，主要目的首先是想
转移自身应对疫情失败受到的指责。由于抗疫不力，美国已

成为世界上累计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为了掩盖
这种失败，美国以“病毒溯源”为名打压他国，这种政治病毒比
新冠病毒更可怕。

萨路里指出，中国始终本着科学态度配合病毒溯源，第一
时间分享病毒基因序列，邀请世卫组织专家到中国开展溯源
研究。专家们通过实地走访和调查研究，明确得出了实验室
泄漏“极不可能”的结论。“美国政客无视科学报告，继续攻击

中国。我想说，基于政治阴谋的溯源永远不会有真相。”
谈及中国与埃及的抗疫合作，萨路里说：“从援助防疫物

资和疫苗，到实现中国疫苗本地化生产，中国从物资、药品、技
术、资金等方面给予了埃及全方位的帮助，这不仅使埃及人民
受益，非洲和阿拉伯其他地区的人民也从中受益。这种合作
不计回报，充满诚意，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切实举
措。”萨路里表示，中国在帮助世界弥合“免疫鸿沟”上所作的
努力值得称赞。“病毒溯源必须以科学为基础，目的是让人类
更好地战胜病毒，恢复经济社会秩序。”

“只有团结合作，才能最终战胜病毒。希望能多用数据
说话、用科学说话，而不是政治打压、强权绑架。国际社会
应共同努力让全球抗疫行动顺利、有序、高效进行。”萨路
里说。

（来源：《人民日报》8月18日电）

“只有团结合作，才能最终战胜病毒”
人民日报记者 景玥

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记者 史竞男 王鹏） 按照全国
“扫黄打非”工作小组部署，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工业和
信息化部、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今年 6
月起共同开展的“净网”集中行动，取得阶段成效。据不完全
统计，6月至 8月底，执法监管部门共查办涉网络行政和刑事
案件 822 起，处置低俗有害信息 40 余万条，取缔关闭网站
4800余个；督促网站平台清理低俗有害信息 2000余万条，处
置违法违规账号800余万个。

集中行动中，深入开展整治网上历史虚无主义、整治未成
年人网络环境、整治网上文娱及热点排行乱象等“清朗”系列
专项行动，进一步出台十项举措整治“饭圈”乱象；针对未成年
人沉迷网络游戏问题，印发通知进一步严格管理；开展互联网
行业专项整治行动，聚焦扰乱市场秩序、侵害用户权益、威胁
数据安全、违反资源和资质管理规定等四方面八类问题，推动
行业规范健康有序发展；成功侦破了一批典型刑事案件，形成
强大震慑；加强网络文化市场监督管理和执法检查，加大打击
网络动漫、音视频领域违法违规行为力度，专项清理涉儿童

“邪典”视频；对重点网络视听平台开展内容安全检查，及时处
置有害节目和不良内容等。

为更好发挥典型案件的警示教育作用，全国“扫黄打非”
办公室从近期各地查办的“净网”类型案件中筛选 5起案件，
公布简要案情。

——浙江金华查办“匠人风”网站传播淫秽物品案。金华
市“扫黄打非”部门和公安机关协作配合，成功破获该案。经
查，涉案人员使用“素材”“国模”“高清”等关键词通过网络购
物平台大肆招揽客户，将客户引流至社交平台进行私下交易，
引诱客户充值后通过云盘进行共享。涉案淫秽视频 8000余
部、淫秽图片 50000余张，传播客户达十万余人，其中大量为
未成年人。近期，该案主犯江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另一
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浙江舟山捣毁一网络淫秽表演平台。2021年 3月，
浙江舟山警方赴 7省市开展统一行动，侦破“重庆科密互动”
平台涉嫌组织淫秽表演案，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107人，对66
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经查，犯罪嫌疑人兰某某伙同他人，注
册成立多家网络科技公司，并搭建网络平台、开发“美聊”等直
播App，以经营一对一真人直播表演方式组织淫秽表演，3个
月非法涉案资金达 3600 余万元。目前，案件在进一步查办
中。

——安徽全椒侦破“5·11”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2021
年3月，全椒县公安局对滁州市、全椒县“扫黄打非”办公室转
办的某QQ群存在发送色情网站链接行为线索展开侦办。经
查，犯罪嫌疑人朱某某自行创建色情网站并招募代理进行推
广，并通过第四方支付平台以游戏币充值方式进行“洗钱”，获
取非法利益200余万元。目前，主要犯罪嫌疑人朱某某、刘某

等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四川遂宁侦破“5·03”利用淫秽视频猥亵未成年人

案。2021 年 5月，遂宁市大英县公安局根据报案开展侦查。
经查，犯罪嫌疑人查某某使用社交软件冒充学生与未成年女
学生聊天，诱惑、威胁她们拍摄各种裸露照片、视频，并通过网
盘、论坛等传播。经核实，受害人均为9岁至14岁的女性未成
年人。目前，查某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湖北蕲春侦破“6·07”网络侵犯著作权案。近期，黄
冈市蕲春县公安局立案侦破一起网络侵犯著作权案。经查，
犯罪嫌疑人程某成立某网络科技公司，于2018年下半年开始
从相关平台下载 800余款正版游戏，通过插入广告等方式进
行修改，未经游戏版权方许可将修改后的游戏通过网络平台
进行出售，从中非法获利400余万元。5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公
安机关抓获。目前，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负责人表示，行动开展以来，网络
环境得以明显改观、网络市场秩序也更加规范。但目前价值
导向偏差、低俗色情等问题还未彻底遏制，妨碍青少年健康成
长的不良内容仍不时出现，表明“净网”阶段性工作成果还需
要进一步巩固和扩大，集中整治的工作任务还要持之以恒、不
能松懈，确保营造天清气朗的网络文化环境。

“净网”集中行动取得阶段成果 处置低俗有害信息40余万条

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记者 罗沙） 最高人民法院7日发布
第一批人民法院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体现人民法院
严厉打击种子套牌侵权行为的司法导向，传递加强种业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力度的强烈信号。

这批10个典型案例包括民事案件7件、行政案件1件、刑事案
件 2件。案件所涉的品种既包括玉米、水稻、小麦等主要农作物，
又包括辣椒、梨树等经济作物。

据介绍，在这些案例中，人民法院切实加大种业知识产权侵权
赔偿力度，依法保障种业创新者获得经济利益；依法加大刑事制裁
力度，严惩涉种子犯罪行为；秉持有利于权利保护的司法理念，破
解品种权侵权认定难问题；规范植物新品种申请行为，促进提高品
种授权质量。

其中，人民法院严惩危害种业安全违法犯罪行为，保持对农资
制假、售假犯罪的高压态势和打击力度。在酒泉某豫公司生产、销
售伪劣产品案中，对未经品种登记进行加工、销售伪劣“豫椒王”辣
椒种，给种植农户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行为，人民法院以生产、销
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123万元。

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郃中林表示，人民法院将进一步
加大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依法加大惩罚性赔偿适用力
度，针对套牌侵权行为重拳出击，在法定幅度内从重判处惩罚性赔
偿。严厉震慑危害种业安全违法犯罪行为，用好用足现行刑事法
律制度，保持对农资制假、售假犯罪的高压态势和打击力度，营造
不敢侵权、不愿侵权的法治环境。

最高法发布人民法院
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智利给予中国科兴新冠疫苗
在6岁至17岁人群中紧急使用许可
新华社圣地亚哥9月6日电（记者 尹南） 智利公共

卫生研究院6日宣布，经专家委员会投票，该机构决定给
予中国科兴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在6岁至17岁人群中的
紧急使用许可。

智利公共卫生研究院代院长加西亚当天在新闻发布
会上说，这对于智利是一个重要的好消息，儿童和青少年
群体将获得更好的保护，可以安全、放心地返回校园。

智利总统府新闻公报说，正在欧洲访问的智利总统
皮涅拉对此消息表示欢迎，称科兴疫苗“安全有效”。

今年 1月 20日，智利公共卫生研究院宣布给予科兴
新冠疫苗在18岁以上人群中的紧急使用许可。

截至目前，智利全国1900万人口中已经有超过1300
万人完成了新冠疫苗接种。智利卫生部6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截至 5日 21时，该国过去 24小时新增新冠确诊病
例 435例，累计确诊 1641526 例；新增死亡病例 18例，累
计死亡37108例。

以色列新研究：

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显著降低感染风险

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记者 张莹） 以色列研究人
员最近公布的两篇预印本研究论文显示，接种第三剂辉
瑞新冠疫苗可以显著降低新冠病毒的感染风险。

以色列从7月中旬开始分阶段开展新冠疫苗加强针
接种，主要采用辉瑞疫苗。该国从 7月 12日开始为患有
癌症或做过器官移植手术等免疫系统受损的成年人接种
第三剂疫苗，7月 30日开始为 60岁以上人群接种第三剂
疫苗，到8月29日第三剂疫苗接种范围已扩展至12岁以
上人群。

第一项关于疫苗加强针效果的研究由以色列卫生部
和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合作完成。7月
30日至 8月 22日期间，研究人员随访了约 114万名符合
第三剂疫苗接种条件的60岁以上老年人，并将他们的感
染情况与是否接种过第三剂疫苗进行关联分析。结果显
示，接种第三剂疫苗 12天或更长时间后，感染新冠的相
对风险降低了11.4倍。经过进一步矫正，研究人员认为，
接种第三剂疫苗可将预防感染的保护效力提高至5倍。

第二项研究由以色列马加比医疗保健服务公司与美
国耶鲁大学等合作。为了评估接种加强针对预防新冠感
染的有效性，研究人员利用来自马加比医疗保健服务公
司的患者数据进行初步回顾性研究。结果发现，接种第
三剂疫苗 7至 13天后，新冠病毒检测结果阳性率降低了
48%至68%；接种第三剂疫苗14至20天后，新冠病毒检测
结果阳性率降低了70%至84%。

上述两篇预印本论文均已发布在医学论文档案网
上。美国《科学》杂志网站近日援引美国约翰斯·霍普金
斯大学流行病学家戴维·道迪的话报道说，如果以提供高
水平的短期免疫力为目标，接种加强针毫无疑问是一个
好办法。但由于这些研究只关注了接种加强针后的短期
效果，尚不清楚增强的保护作用能持续多久。

美国堪萨斯州一夜总会
发生枪击事件致一死七伤

新华社华盛顿9月7日电（记者 徐剑梅 邓仙来）
据美国媒体消息，美中部堪萨斯州威奇托市一家夜总会
门外7日凌晨发生枪击事件，致一人死亡、7人受伤，嫌疑
人尚未落网。

综合当地媒体报道，7日凌晨 0时 30分许，当地一家
夜总会门外发生枪击案。事发时，一名 20 多岁男子因

“滋扰生事”被赶出夜总会后试图返回，并在人行道上开
枪射击。

据报道，伤者中有两人生命垂危，3人重伤，另两人
受轻伤。警方目前仍在搜捕嫌疑人。

7月日本家庭消费同比微升

新华社东京9月7日电（记者 刘春燕） 日本总务省
7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受多重因素影响，日本 7月实
际家庭消费同比微升。

报告显示，7月日本两人以上家庭平均消费支出为
26.77万日元（1美元约合 109日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微
升0.7%。从具体类别看，7月食品类开支同比上升1.9%，
东京奥运会期间人们“宅家”看奥运带动了食品开支上
升。

此外，去年7月新冠疫情在日本呈扩散之势，人们自
动进入“自肃”（自律不外出）生活模式，消费活动低迷，基
数较低也是今年 7 月家庭消费同比轻微反弹的原因之
一。

数据显示，7月日本家庭消费与 6月相比减少 0.9%，
连续第 3个月环比下滑。分析人士认为，这表明日本家
庭消费持续低迷。

9月7日11时01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高分五号02星发射升空。卫
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郑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