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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事

（一）查阅途径
电话：18593866920；邮箱：1032367256@qq.com;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rpcQXLeIrlEdA35A-

JOPA
提取码：xlxl

我们可以通过QQ、邮件或微信等多种形式为您提供
征求意见稿纸质及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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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 接 ： https://pan.baidu.com/s/1zDud9wV7mkd⁃
CrxyvNRkn6A

提取码：xl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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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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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安华投资有限公司
2022年 1 月 19 日

贵州省福泉市兴隆乡拱桥重晶石矿山配套选矿厂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公示

（第二次）

国际

本公司不慎遗失原公章一枚，名称：贵州省宏泰伟业
冶 化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227015806926044）原财务专用章一枚，名称：贵州省
宏泰伟业冶化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专用章；原合同章一枚，
名称：贵州省宏泰伟业冶化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原
发票专用章一枚，名称：贵州省宏泰伟业冶化有限责任公
司发票专用章；原法人私章一枚，名称：袁树兵印，特声
明作废。

现启用新印章，公章一枚，名称：贵州省宏泰伟业冶
化有限责任公司 （5227016223196)；财务专用章一枚，名
称：贵州省宏泰伟业冶化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专用章
(5227016223197)；合同章一枚，名称：贵州省宏泰伟业冶
化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 （5227016223199)；发票专用
章一枚，名称：贵州省宏泰伟业冶化有限责任公司发票专
用章(5227016223198)；法人私章一枚，名称：袁树兵印
(5227016223200)。

贵州省宏泰伟业冶化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1月19日

声 明

“面对当前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我们要如虎添翼、虎虎
生威，勇敢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险阻，全力扫除新冠肺炎疫
情阴霾，全力促进经济社会恢复发展，让希望的阳光照亮人
类！”

1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
频会议并发表重要演讲，这是习近平主席今年出席的第一场
重要多边外交活动。近半小时的演讲中，习近平主席把握历
史大势，破解时代之问，提出了团结战胜疫情的正确方向、推
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的治本之策、弥合发展鸿沟的现实路
径、国家之间正确的相处之道，为国际社会注入强大信心，带
来强劲力量。

“小船经不起风浪，巨舰才能顶住惊涛骇浪”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变局不限

于一时一事、一国一域，而是深刻而宏阔的时代之变”“各国
不是乘坐在190多条小船上，而是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
船上”……

演讲中，习近平主席掷地有声的话语，呼应着本次会议
“世界形势”这一主题，生动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至今已有两年之久，目前疫情仍在延
宕反复，矛盾与挑战更为凸显。如何战胜疫情？如何建设疫
后世界？这是各国人民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也是大家必须
回答的紧迫课题。

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给出中国方案——
携手合作，聚力战胜疫情；化解各类风险，促进世界经济

稳定复苏；跨越发展鸿沟，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摒弃冷战思
维，实现和平共处、互利共赢。

“在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相互交织叠加的时代背景下，
习近平主席的四点主张既立足现实，又着眼未来，从短期、中
期和长期三个维度给出了务实而富有远见的回答。”中国社
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徐秀军说。

徐秀军说，习近平主席站在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高度思考
当今世界挑战和未来世界走向，聚焦各国人民共同关心的重
大问题，为世界走出困难、战胜挑战指明方向。

坚定信心、同舟共济，是战胜疫情的唯一正确道路——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已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
过20亿剂疫苗，将再向非洲国家提供10亿剂疫苗，其中6亿
剂为无偿援助，还将无偿向东盟国家提供1.5亿剂疫苗。

经济全球化是时代潮流——习近平主席强调，世界各国
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拆墙而不筑墙、开放而不隔绝、
融合而不脱钩，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任何逆流都阻挡
不了大江东去”“动力助其前行，阻力促其强大”。

发展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习近平主席承诺，中国
愿同各方携手合作，共同推进全球发展倡议落地，努力不让
任何一个国家掉队。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习近平主席强
调，要坚持对话而不对抗、包容而不排他，反对一切形式的单
边主义、保护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
宗泽说，中国推动国际抗疫合作，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推动全球共同发展，推动和平共处、互利共赢，在人类面临危
机的时刻，展现出负责任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前途充满信心”
“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

“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向世界介绍了中国发展的历史性成

就和当前发展的良好势头，用三个“坚定不移”明确宣示中国
未来发展走向，彰显中国同世界共享机遇、共创未来的坚定
决心。

专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权威阐述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发
展的光明前景，进一步增进外界对中国未来的理解和信心。

一个基本判断——“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长期向好
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就在 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召开的同一天，中
国国家统计局宣布：2021年，中国经济总量达1143670亿元，
同比增长8.1%！

“疫情背景下，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关注不断提升，各
方期待中国在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
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表示，面对错综复杂
的国内外环境，2021年中国经济持续稳健恢复、稳中向好，实
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彰显了强大的韧性与活力。

一个重要宣示——“不论国际形势发生什么变化，中国
都将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

在保护主义抬头的国际背景下，习近平主席明确表示，
中国“将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确保所有企业
在法律面前地位平等、在市场面前机会平等”“欢迎各种资本
在中国合法依规经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已于今
年1月1日正式生效，中国将忠实履行义务，深化同协定各方
经贸联系”……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晖表示，习近平主席
的演讲展现了中国愿与各国分享发展机遇的诚意和推动经
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坚定决心。“在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
抬头情况下，中国以实际行动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展
现了开放自信、重信守诺的大国形象。”

一个庄严承诺——“积极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共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演讲中，习近平主席阐释了中国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理念，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内
在要求，中国将践信守诺、坚定推进，中国还将积极开展应对
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

已发布《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已建成全球规模最
大的碳市场和清洁发电体系，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超 10亿
千瓦，1亿千瓦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已有序开工建设……

查道炯表示，中国说到做到，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这一点具有高度的前瞻性，既是对世界负责，也是对子孙
后代负责。

“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人类正是在战胜一次次考验中成长、在克服一场场危

机中发展”“要善于从历史长周期比较分析中进行思考，又要
善于从细微处洞察事物的变化”“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
开新局”……演讲中，习近平主席从历史和哲学的高度分享
了一个东方大国对危与机的辩证理解。

“放眼人类发展史，疫情大流行这样的困难和挑战并非
前所未有，人类最终总是能够战胜困难浴火重生，取得更大
的发展。”阮宗泽说，“习近平主席以大历史观分析当前危机，
为国际社会战胜疫情、世界经济稳定复苏带来了希望、增添
了信心、注入了动力，这一点至关重要。”

此次演讲，是继2017年和2021年之后，习近平主席再次
站上素有“世界经济风向标”之称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讲
台。专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每一次重要讲话都能为世界拨
开迷雾、指引方向，回应国际社会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强
烈期盼。

五年前，围绕“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习
近平主席阐明了中国如何看待和推进全球化的时代潮流。
论坛主席施瓦布赞赏习近平主席的演讲“为我们带来了阳
光”。

一年前，习近平主席阐述了中国主张维护和践行什么样
的多边主义，为多重危机叠加的全球局势提出系统方案。

“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深刻阐释如何开辟后疫情时代美
好世界的人间正道，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阮宗泽说。

“三次重要讲话一脉相承、主题重大，具有很强的现实针
对性，总是在关键时刻解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总能在危急
关头给人以指引，予人以力量，为我们这个世界带来希望的
阳光。”苏晓晖说。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让希望的阳光照亮全人类
——习近平主席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的演讲解读

新华社记者 伍岳 成欣 朱超

2021年12月3日，“澜沧号”动车组列车驶离老挝万象站。当日，中国昆明站内的复兴号“绿巨人”、老挝万象站内的“澜沧
号”动车组列车缓缓开动，开启一段跨越山河、相互奔赴的旅程。这标志着连接昆明和万象、采用中国标准的中老铁路全线开
通运营。 新华社发（凯乔 摄）

美7日平均日增新冠病例近80万例
长期护理机构病例激增

新华社华盛顿1月17日电（记者 谭晶晶） 美国疾
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网站最新疫情数据显示，截至14日的
全美 7日平均日增新冠确诊病例近 80万例，7日平均日
增死亡病例约1800例。长期护理机构老人近期确诊病例
再度激增。

近期，随着奥密克戎毒株在美加速传播，美国疫情
严重反弹，多项疫情指标屡创新高。10日全美单日新增
新冠确诊病例近 150 万例，创疫情暴发以来最高纪录。
美国 7 日平均日增新冠确诊病例数近来一直持续上升，
目前为疫情暴发以来的最高峰；平均日增死亡病例数也
达到自去年9月底以来的最高峰。

随着确诊病例激增，美国新冠住院病例数也不断刷
新纪录。美疾控中心数据显示，截至13日的7日平均日
增新冠住院病例超过 2.1万例，这是美疾控中心自 2020
年8月1日统计该项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

居住在长期护理机构的老人一直是美国受疫情冲击
最大的群体之一。疫情暴发早期，长期护理机构居住的
老人新冠发病率、住院率、死亡率在各年龄段群体中居
最高位。美疾控中心最新数据显示，近期长期护理机构
老人确诊病例数再度激增，截至 9日的一周，全美长期
护理机构报告确诊病例超过 3.2万例，死亡病例 645例，
确诊病例较前一周增加近1.4万例。

英国政府要求BBC
两年内不得上涨电视牌照费

新华社伦敦1月18日电（记者 张代蕾） 英国政
府17日宣布，禁止英国广播公司（BBC）未来两年内提
高电视牌照费，以缓解经济不景气带来的民生负担。

英国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部大臣娜丁·多里斯
当天在议会发表讲话说，在 2024年 4月 1日之前，BBC
须维持每年 159英镑 （1英镑约合 8.6元人民币） 的电视
牌照费，禁止涨价；此后到2027年底，电视牌照费的涨
幅须与通胀率同步。

英国政府表示，2022 年BBC仍将获得约 37亿英镑
的牌照费。此外，英国政府每年将投入超过 9000 万英
镑，以支持BBC国际台在海外的运营。

BBC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 10年里BBC在英国的
运营收入已经缩水30%，此番限价意味着BBC将承受更
大资金压力，有损BBC乃至整个英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作为政府支持的公营媒体机构，BBC不播广告，没
有广告收入，其运营资金约四分之三来自英国拥有电视
的家庭必须缴纳的电视牌照费。

BBC每隔 11年都需要与英国政府将“皇家特许状”
续约，该文件就BBC的资金来源、运作方式以及发展方
向等作出规划。按照2016年底双方达成的协议，BBC每
年收取的牌照费标准将由政府设定。“皇家特许状”今
年将接受中期评审，2027年底到期。

英国媒体认为，约翰逊政府早已有意改革BBC，可
能计划在2027年之后彻底取消电视牌照费，以迫使BBC
转向收费订阅等融资模式，参与全球数字媒体竞争。

1月18日，在也门首都萨那，一名男子站在空袭过后的
废墟中。

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多国联军18日凌晨宣布，对也门
胡塞武装在首都萨那的据点和营地发动了空袭。多家媒体
报道说，这是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前一天袭击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首都阿布扎比的“回击”。

新华社发（穆罕默德 摄）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记者 李恒 田晓航）
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老龄办、国家中医药局日前
联合印发《关于全面加强老年健康服务工作的通
知》。通知提出加强综合性医院老年医学科建设，
到2025年，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设立老年医学科
的比例达到60%以上。

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养老服务体系、健康
支撑体系是国家一直以来高度重视的大事。通知
指出，人口老龄化是我国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基
本国情，健康服务需求是老年人最急迫、最突出的
需求。推进老年健康预防关口前移，持续扩大优质
老年健康服务的覆盖面，向内在能力不同的老年人
提供精准健康服务，促进“以疾病为中心”向“以健
康为中心”转变，是促进健康老龄化的必然要求。

通知要求，加强老年人群重点慢性病的早期筛
查、干预及分类指导，积极开展阿尔茨海默病、帕金

森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早期筛查和健康指导，提
高公众对老年痴呆防治知识的知晓率。

通知强调，到 2025年，85%以上的综合性医院、
康复医院、护理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成为老年友
善医疗机构。

此外，通知还要求加强老年中医药健康服务。
二级及以上中医医院要设置“治未病”科室，鼓励开
设老年医学科，增加老年病床数量，开展老年常见
病、慢性病防治和康复护理。提高康复、护理、安宁
疗护等医疗机构的中医药服务能力，推广使用中医
药综合治疗。到2025年，三级中医医院设置康复科
比例达到 85%。推进社区和居家中医药健康服务，
促进优质中医药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到2025年，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率达到 75%以
上。

国家卫健委等部门：

到2025年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
设立老年医学科的比例达到60%以上

1月17日，市民在哈尔滨市机场路零公里环岛冰雪景观前拍照。
进入冰雪季以来，哈尔滨市在城区部分主要道路、广场、重点商

圈、出入城口等位置，以“冬奥之光、魅力冰城”为主题，设立了15处
冰雪景观，冰城“尽飘”冬奥味道。

新华社记者 张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