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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塘县掌布乡福成煤矿（兼并重组）45万t/a项目“三
合一”环评报告初稿已编制完成，现对该项目进行报纸公
示：

（一）征求意见稿电子版网络链接
网 络 链 接 http://www.ptjp.gov.cn/gggs/gggs/202110/

t20211028_71330912.html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欢迎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与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ptjp.gov.cn/gggs/gggs/202110/t20211028_

71330912.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向制定地址发送电子邮件、电话、信函或

者面谈等方式发表关于该项目建设的意见看法。
（五）纸质版查阅途径和方式
建设单位：贵州齐鲁能源有限公司平塘县掌布乡福成

煤矿
联系人：文彬
联系电话：13469199930
联系地址：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福成煤矿
E-mail：1027089405@qq.com
环评单位：贵州黔飞鹰地质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贵阳市南明区青山路中铁国际城7号楼1单

元25层1号
联系人：陈勇
电话：13985577958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起止时间：自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平塘县掌布乡福成煤矿（兼并重组）45万t/a项目
“三合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公示

国际

冬奥主题中葡中学生
冬令营落幕

新华社里斯本12月5日电（记者 温新年） 由中
国驻葡萄牙大使馆主办、葡萄牙教育部直属5所公立中
学联合承办的“大使杯——冬奥小使者”冬令营4日落
幕。

本次冬令营以“2022北京冬奥”为主题，葡萄牙5
所公立中学与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的师生开
展线上交流。同学们通过云端参观彼此的国家、校园、
体育场馆，分享中葡特色美食，设计冬奥文创，交流互
鉴，传播冬奥精神，传承中葡友谊。

中国驻葡萄牙大使赵本堂在当天举行的闭幕式上
说，“大使杯——冬奥小使者”冬令营项目为中葡两国
年轻一代开启了友谊之门，搭建了交流之桥。时空无法
阻隔两国青少年了解彼此国家的渴望，也再次验证了中
葡友谊已经深植于年轻一代的心中。

葡萄牙教育部部长罗德里格斯在致信中表示，年轻
一代肩负重任，将为所有人建设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的世
界，一个以多元文化和多语言交流为基本特征的世界。
葡萄牙教育部将秉持开放和负责任的态度，一如既往加
强与中国在教育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葡萄牙北京冬奥会代表团团长法龙巴说，葡冬奥代
表团将带着葡萄牙学生们设计的T恤衫到北京参赛，力
争创造佳绩。将来他本人会继续致力于推动葡萄牙冬季
运动发展，促进中葡两国交流合作，将奥运精神传承下
去。

闭幕式上还举行了冬奥知识竞赛及首届葡萄牙中学
生书写竞赛决赛。

来自北京冬奥组委、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
中心、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葡萄牙中学等
机构的近百人参加了闭幕式。

卢卡申科签署发展白中关系总统令
白各界予以高度评价

新华社明斯克12月5日电（记者 鲁金博） 白俄
罗斯总统卢卡申科3日签署关于发展白俄罗斯与中国之
间关系的总统令，旨在进一步深化两国在广泛领域的合
作。白俄罗斯官员、媒体和学者纷纷对此举给予高度评
价。

根据此项总统令，加强白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政治
合作，维护和提升两国友好关系，加强双方在经贸、金
融、投资领域的合作，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等被列为
白俄罗斯近期的优先任务。其他重要任务包括扩大白中
两国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发展双方在技术、数字经济、
信息、通信领域的合作，加强两国科技及人道主义合作
等。

白俄罗斯总统网站3日说，上述总统令是对此前白
俄罗斯总统签署的发展白中两国关系有关命令的延续，
旨在于 2021年至 2025年期间进一步深化两国在广泛领
域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该命令所确定的既定目标的实
现有助于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谢小用3日表示，这是2015年
以来卢卡申科第二次签署发展中白两国关系的命令，体
现了他和白俄罗斯政府对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此举无
疑将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

白俄罗斯国民会议代表院国际事务常委会主席萨维
内赫4日表示，上述命令的签署将抵消西方对白经济制
裁造成的负面影响，面对中国这一庞大市场，白方要集
中精力挖掘生产潜力。

白俄罗斯国家电视广播公司4日指出，这项命令是
白政府近期出台的最重要的文件之一，为未来几年白中
两国拓展广泛合作指明了方向。

白俄罗斯战略研究所分析员阿夫多宁4日表示，白
俄罗斯长期与中国深入发展双边关系，此次卢卡申科就
发展两国关系签署新命令，为白政府部门和企业指明了
战略方向、明确了目标。

白俄罗斯政治分析家博罗维克4日说，中国与世界
各国成功开展贸易，出口优质产品和先进技术，吸引外
来投资，白方也因为有中国这样的好伙伴而得到实惠。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

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必须实现创新成为
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
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

近日新华社记者奔赴多地，到企业车间、基层一线、群众
当中，亲历贯彻全会精神的火热气象，感受落实新发展理念
蔚然成风。

提质增效，跃上发展新台阶
走进济钢集团，黑色钢铁已不见踪影。36岁的技术人员

陈书超身着白大褂，正操作数控机床加工直径几微米的精密
零部件。

对于转型发展，他有着切身收获：“企业从‘靠钢吃饭’到
‘无钢发展’，我的工作也从铸造‘大黑粗’变成加工‘高精
尖’，环境好了，收入也高了。”

2017 年，有着 60 年历史的济钢关停全部钢铁生产线。
如今，济钢度过转型阵痛，向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转型。
2021年，集团产值预计和退出钢铁产能前相当，但能耗、大气
污染物排放均只有以前的“零头”。

“要努力提升技能，适应企业转型的新需要，以实际行动
响应全会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号召。”陈书超说。

12月的浙江安吉，依旧满目青翠。“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
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我们深有体会。”
浙江省湖州市委常委、安吉县委书记杨卫东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刚刚从山川乡大里村调研回
来的他，掰着手指给记者盘算，“那里旅游资源丰富、客流充
足，要把闲置办公楼等资源都盘活用好，同时想办法带动村
民参与乡村旅游经营，壮大集体经济、为村民增收。”

从北到南、由西至东，各地干部群众高度认同全会总结
的宝贵经验，将贯彻新发展理念作为自觉行动。

冬日南国，天蓝海碧。记者登上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国
投洋浦港码头，近 5万吨进口菜籽原料经检疫合格后，被装
上一辆辆卡车，运往洋浦保税港区的澳斯卡粮油加工厂。

“我们既是开放战略的践行者，更是受益者，从自贸港加
工增值政策获得巨大商机。”海南澳斯卡国际粮油有限公司

总经理张慧介绍，自今年 7月投产以来，公司已完成加工增
值业务95票，免征关税约1758万元。

“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我们将依托国内超大规
模市场优势，抢抓市场机遇，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
展。”张慧说。

改革创新，汇聚发展新动力
像一个金色大吊灯，又像一个多层的旋转木马……在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院的实验室里，特任教授曹刚正在为
提升量子计算机的算力忙碌。

他所在的科研团队刚刚在半导体量子芯片研究上获得
重要进展。

“全会要求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为科技工作者倍感使
命光荣、责任重大。”曹刚说，量子科技是关键核心技术领
域。目前团队正在积极筹划新的科研计划，力争在新阶段实
现从追赶到并跑、赶超的跨越。

冰天雪地的东北，沈阳鼓风机集团透平公司的智能化车
间里，一台台数字化工位机有条不紊地工作，各种生产信息
在显示屏上一目了然。

“全会提出坚持开拓创新，对我们这样的老字号国企来
说，就是要赶上时代发展的浪潮，抓住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产
业变革的机遇，坚持在改革中实现转型发展。”沈鼓集团董事
长戴继双说。

采访越深入，记者越真切地感受到，全会精神正激发大
家拿出更大魄力、更加主动改革创新，推动各行各业加速转
入高质量发展轨道。

揉面、拌馅、印花、烤制……在新疆伊犁的霍尔果斯馕产
业园里，刚出炉的馕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最近又有来自俄罗
斯和白俄罗斯的线上订单，得抓紧赶制240万个馕。”霍尔果
斯金亿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成忠仔细查看生
产进度。

霍尔果斯创新发展模式，通过引入金亿这样的外贸企业
参与产品研发、改良种类，加快了馕产业走出国门的步伐。

“‘敢为天下先，走出了前人没有走出的路’。全会总结
历史经验里的这句话，将激励我们全方位拓展产业链，用小
馕饼撬动大产业。”于成忠信心十足。

奋发有为，共绘发展新篇章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一场关系经济社会全局的深刻变革，

必须持之以恒加以推进。唯有锐意进取、奋发有为，才能实
现这一伟大历史目标。

冬日的寒风里，胜利油田百万吨CCUS（碳捕获、利用与
封存）示范工程13号站，正在进行最后的建设冲刺。工程将
于年底投产，建成后每年可利用二氧化碳100万吨。

将二氧化碳用于石油开采，是胜利油田在“碳中和”领域
的最新技术应用，可带来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赢。

“全会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让我对二氧化碳
驱油技术的推广应用有了更坚定的信心。”中国石化胜利油
田注汽技术服务中心二氧化碳项目部经理屈龙涛表示。

“未来之城”雄安，已进入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大
规模开发建设同步推进的关键阶段。

“十九届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是激励，更是召唤，让我
们凝心聚力、倍增干劲。”雄安新区改革发展局局长于国义
说，下一步将有序推进启动区和容东片区建设，把高质量发
展贯穿于规划建设的全过程，打造样板工程。

高质量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福建晋江，正在探路共同富裕县域示范。经历 40多年

发展，晋江目前培育壮大市场主体24万个，数以百万计的务
工人员稳定就业。

重整行装再出发，锚定目标再超越。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坚定不移走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泉州市委常委、
晋江市委书记张文贤说，要始终把高质量发展的文章做好，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创业就业能力，均等化公共服务，让
更多群众享受发展成果。

（记者 姜琳 陈灏 闫起磊 关俏俏 徐海涛 邹明仲
岳德亮 吴茂辉 吴剑锋)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步履坚定，共绘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各地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纪实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记者 郑直 董意行）2021-2022
单板滑雪大跳台世界杯第二站比赛北京时间5日清晨在美国
斯廷博特完赛，中国选手、17岁的苏翊鸣两轮拿下155.25分，
首进决赛即拿下冠军及总冠军，连续创造中国单板滑雪大跳
台项目的历史。

在此前进行的预赛中，苏翊鸣即以93分排名所在小组第
一，晋级决赛，成为首位闯进单板滑雪大跳台世界杯决赛的中
国男子选手。

在当地时间 4日的决赛中，苏翊鸣在前两轮分别完成了
内转 1800后手抓前刃和外转 1800抓板尾，拿下 85分与 70.25
分，虽在第三轮发挥不佳，仍以总分155.25分拿下冠军并获得
1000个国际雪联积分，综合两站表现拿下单板滑雪大跳台世
界杯总冠军，创造中国在该项目的多个突破。

这名出生于吉林的“00后”在近期的滑雪生涯中连迎突
破。随单板滑雪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国家集训队在欧洲集
训期间，他在奥地利斯杜拜训练营中成功完成世界首个内转
转体1980的动作（转体五周半）。

同样是在该次集训期间，队员们参加了10月23日在瑞士
库尔举办的本赛季首站大跳台世界杯。比赛中，女子选手荣
格闯入决赛并最终获得第八名，成为首位在单板滑雪大跳台
世界杯上闯入决赛的中国运动员。开展不过 6年时间，中国
队在该项目上短期内取得重大突破。

“首先肯定是他自己的天赋和后天的努力，以及他对单板
滑雪的热爱，这是（取得佳绩的）主要原因之一。”正带队在美
国参赛的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训练二部部长李扬
对记者表示，“另外在中国，单板滑雪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更
多的孩子知道、参与这项运动，所以我们能够发掘更好的苗
子。第三个还是我们训练方法的科学化。包括体能训练的加
强，训练手段向国际水平看齐，引进国际上高水平的教练，另
外国内训练设施这几年有了长足的进步。”

李扬说，冬奥会申办成功后，项目的选材从一开始就对全
社会开放，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一批14岁以下适龄运动员成立
青年队备战的同时，在2016年举办了面向全社会所有人的全
国比赛，苏翊鸣正是在当年的比赛中崭露头角。

据介绍，国家集训队还将参加未来三站坡面障碍技巧世
界杯争取积分，以确定北京冬奥会参赛资格。

首进世界杯决赛即夺冠

苏翊鸣再创中国单板滑雪大跳台历史

12月5日，清华大学举办“燃动冰雪 情系冬奥”迎冬奥系
列主题活动，师生可参与冰球对抗、陆地冰壶、冰球拨球、冰
球射门、冬奥知识竞答等活动，了解冬奥知识，体验冰雪运动
的乐趣。

图为当日一位学生在活动现场体验陆地冰壶。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走 近 冬 奥

近年来，广西融安县做大做强金桔产业。2021
年该县12个乡镇种植金桔20.72万亩，预计总产量
19.5万吨。

图为12月5日，融安县大将镇才妙村村民挑运
采摘的金桔。 新华社记者 张爱林 摄

山乡小金桔做成大产业

新华社三亚12月 5日电（记者 赵颖全 陈凯姿）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获悉，“探索一
号”科考船 5日顺利结束第 21个科考航次第二航段。截
至目前，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共计搭载我国27
名科研人员进行了21次万米深潜。

“探索一号”科考船完成航段科考任务后从马里亚纳
海沟返航，于 12月 5日抵达三亚南山港，历时 53天。据
介绍，该航段期间，“探索一号”搭载的“奋斗者”号共下潜
23次，其中6次超过万米。同时，参航科研人员采集了一

批珍贵的深渊水体、沉积物、岩石和生物样品，为对比开
展不同深渊特种环境、地质与生命等多学科研究提供了
宝贵的资料。此外，该航段还开展了“悟空”号全海深无
人潜水器、全海深玻璃球和声学释放器等深海仪器装备
的万米海试。

据悉，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哈尔滨工
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 10家单位的 60名科
考队员参加了该航段科考任务。

“奋斗者”号已完成21次万米深潜

新华社万象12月5日电（记者 章建华） 一列满
载货物、从中国云南昆明始发的列车当地时间4日晚顺
利抵达老挝首都万象，这是中老铁路3日全线开通运营
后首趟从昆明始发的中老铁路国际列车。

当地时间 4 日 23 时 10 分 （北京时间 5 日零时 10
分），列车抵达万象南站。司机周玉奎说，能够成为

“一带一路”倡议的践行者，成为中老友谊的使者，自
己感到“高兴又激动”，一路上聚精会神确保列车行车
安全。

万象南站站长李同许告诉新华社记者，为迎接列
车，车站做了充分准备。列车装载着中国生产的磷肥、
磷酸饲料，车站方面将协助货主转运、报关，把货物转

运到泰国。据介绍，目前车站员工包括中国技术、管理
人员9人，老挝员工59人。

中老铁路北起昆明，南至万象，是第一条采用中国
标准、中老合作建设运营，并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
境外铁路，全长 1035 公里。中老铁路 3日全线开通运
营，首趟从万象始发的国际货物列车 4 日抵达中国境
内。

中老铁路将大幅减少两国货物运输的时间，降低物
流成本。据介绍，中老铁路老挝段的纳堆站、琅勃拉邦
站、万象南站等车站都可以办理货运业务。目前，预定
从万象南站发出的货物已超过10万吨。

首趟从昆明始发的中老铁路国际列车抵达万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