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项目基本情况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500kV醒福

线#148～#163段迁改工程位于贵州省黔南
州福泉市龙昌镇，本工程改线涉及路径总长
约 5.789km( 其 中 新 建 P1~P5 段 路 径 长 约
2.362km，重新调整导、地线弧垂路径长约
3.331km)，新建铁塔 5 基，新建段：导线采用
4×JL/LB20A-400/50型铝包钢芯铝绞线，地
线一根采用 JLB40-120型铝包钢绞线，地线
另一根采用 OPGW-24B1-140 光缆。重新
调整弧垂段：原#148～新建 P1 段和新建
P5～原#163段导线利旧原4×LGJ-400/50型
钢芯铝绞线，地线一根利旧原 LBGJ-120-
40AC 型铝包钢绞线光，另一根利旧原 OP⁃
GW-24B1-140光缆。

二、联系方式
（1）建设单位：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
（2）建设单位地址：贵州省黔南州福泉市

龙昌镇
（3）联 系 人 ：阳 金 联 系 电 话 ：

13985771212

（4）环评单位：贵州柏年瑞和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5）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融城
一期B区金融MAX-B座19楼1912号

（6）联 系 人 ：钱 工 联 系 电 话 ：
13639134324

（7）邮箱：727477940@qq.com
三、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意见表按链接下载并填写完成后及

时与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进行联系提交意见
表原件或将意见表进行扫描拍照后传至邮箱
内。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见链接：http://www.mee.

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
t20181024_665329.html。

五、征求意见稿获取途径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5RVfqd⁃

JCdnbDr1MqwgBBiw
提取码：3d3n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2月24日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500kV醒福线#148～#163段
迁改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稿公示

泰康人寿黔南中支及分支机构变更营业场
所事项已经获得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黔南监管分局批准，现予以公告：

1、机构名称：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黔南中心支公司

营业地址：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都匀市工人路 38号 3楼局部（金麒麟财富华庭
二期商品房）

成立日期：2008年06月05日
机构编码：000020522700
联系电话：0854-8230013
邮编：558000
2、机构名称：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黔南福泉支公司
营业地址：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福泉市金山办事处洒金北路金域龙庭二期商业
楼二楼金域龙庭美食娱乐步行街2-6号商铺

成立日期：2012年01月29日
机构编码：000020522702
联系电话：0854-4991634
邮编：550500
3、机构名称：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黔南贵定支公司

营业地址：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贵定县城关镇红旗路李永群自建楼房二楼

成立日期：2010年12月31日
机构编码：000020522723
联系电话：0854-8230013
邮编：551300
4、机构名称：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黔南瓮安支公司
营业地址：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瓮安县瓮水街道办事处鼓楼社区兴隆路华都嘉
苑13幢3层2号

成立日期：2009年09月29日
机构编码：000020522725
联系电话：0854-4992337
邮编：550400
5、机构名称：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黔南独山支公司
营业地址：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独山县中南街四段盛源国际项目A区二层B-
131

成立日期：2009年01月06日
机构编码：000020522726
联系电话：0854-3236668

邮编：558200
6、机构名称：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黔南罗甸支公司
营业地址：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罗甸县龙坪镇环城路千岛城1栋2层1号部分
成立日期：2013年03月25日
机构编码：000020522728
联系电话：0854-4992762
邮编：550100
7、机构名称：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黔南惠水支公司
营业地址：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惠水县涟江街道纸酒路南侧职中北侧金满地商
贸城S4-3-5、S4-3-6、S4-3-7

成立日期：2010年11月04日
机构编码：000020522731
联系电话：0854-8230013
邮编：55060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贵州黔南中心

支公司
2022年2月24日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贵州黔南中心支公司营业地址公告

责任编辑 江 伶
视觉编辑 夏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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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联合国秘书长表示

坚持为乌克兰危机寻找和平解决方案
新华社联合国2月22日电（记者 王建刚） 联合国秘

书长古特雷斯22日强调，联合国决不放弃为乌克兰危机寻
找和平解决方案的决心，同时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克制，回到
外交解决危机的轨道。

古特雷斯当天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记者会上呼吁，国
际社会团结起来，共同应对这一挑战，争取和平，“拯救乌克
兰和其他地区的人民，使他们免受战争之苦”。他表示，将
竭尽全力，“在不发生更多流血事件的情况下解决这场危
机”。

同时，古特雷斯表示，他对乌克兰最新事态发展“深感
不安”，其中包括有关越过接触线违反停火协议的报道增
多，以及地面风险正在进一步升级。

美国累计超1250万儿童感染新冠
新华社华盛顿2月22日电（记者 谭晶晶） 据美国儿

科学会和儿童医院协会22日发布的最新报告，自新冠疫情
暴发以来，美国累计超过 1250 万名儿童确诊感染新冠病
毒。

报告说，今年以来，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在美加
速传播，导致美国儿童新冠确诊病例数激增。自 1月初以
来，美国新增儿童新冠确诊病例超过 460万例。过去两周
全美新增儿童感染病例超过47万例。

报告显示，截至2月17日的一周，美国新增儿童新冠确
诊病例近 17.5 万例，儿童病例占当周总确诊病例数的
21%。报告认为，虽然这周的新增儿童确诊病例数与今年1
月创下的单周新增确诊 115 万例的峰值水平相比大幅下
降，但仍然非常高。

报告还显示，美国单周新增儿童新冠确诊病例已连续
28 周超过 10 万例。过去 4 周新增儿童病例数超过 190 万
例。自 2021年 9月第一周以来，美国儿童新冠确诊病例累
计增加近750万例。

美国各地对儿童年龄的界定不尽相同，大部分州将儿
童年龄定为 0岁至 19岁。美国儿科学会表示，目前迫切需
要收集更多各年龄段的疫情数据，以评估变异新冠病毒导
致疾病的严重程度及对儿童健康的长期潜在影响。不仅需
要了解疫情对儿童健康的直接影响，还要研究和应对疫情
对儿童和年轻人身心健康、社会活动造成的长期影响。

德国3月消费者信心先行指数环比下降
新华社柏林2月23日电（张雨花） 据德国市场研究机

构捷孚凯 23日发布的报告，3月德国消费者信心先行指数
为负8.1点，环比下降1.4点。

报告显示，反映德国消费者信心的三项指标中，除经济
前景指标环比微升1.3点外，收入预期和购买倾向指标环比
均显著下降。其中，收入预期指标环比下降13点至3.9点，
为2021年1月以来最低值。

报告说，德国消费者信心在2月短暂上升后，又延续了
此前的下降势头。

捷孚凯专家罗尔夫·比尔克勒在当天发表的一份声明
中说，尽管通胀率维持高位，但随着官方逐步放松新冠疫情
限制措施，今后几个月的经济前景“相当积极”。

自1980年起，捷孚凯每月对大约2000名德国消费者进
行信心指数问卷调查。该指数是预测德国经济走势和居民
消费趋向的先行指标。

到 2025年，养老服务床位总量达到 900万张以上，新
建城区、新建居住区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达标率达到
100%……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
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设定多个主要指标，破解老龄事
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难题。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 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 2.67
亿。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老年人需求结
构正在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此次印发的规划对“十四
五”时期居家社区养老服务需求如何满足等具体问题给出
明确答案，并从养老服务床位的总量与结构、居家社区养
老服务设施供给、特殊困难老年人需求保障、提升老年医
疗服务能力等方面设置主要指标。

《2020 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 显示，截至 2020
年年底，我国养老服务床位数达到 821万张。我国九成以

上老年人倾向于居家养老，尽管养老服务供给总量不断增
加，但居家社区养老和优质普惠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仍然
存在。为此，规划提出，到2025年，养老服务床位总量达
到 900万张以上，新建城区、新建居住区配套建设养老服
务设施达标率达到100%。

“老年人哪里多、我们就把养老服务机构办在哪。”民
政部等部门表示，顺应老年人居家就近养老期待需求，“十
四五”时期将推进老旧城区、已建成居住 （小） 区基本补
齐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推动构建城市社区“一刻钟”居家
养老服务圈，让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更丰富、更便捷、更有
质量。

失能 （含失智） 老年人的照护是养老服务的难中之
难。我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约有4000万人，拥有足够的
保障失能 （含失智） 老年人的护理型床位，才能体现养老

服务机构真正的照护服务能力。考虑当前养老服务机构床
位存在的供给结构问题，规划设置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
比这一指标，并要求到2025年达到55%。

解决老年人“长寿不健康”问题，规划提出到 2025年
设立老年医学科的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占比达到 60%以
上；围绕养老服务人才不足问题，规划提出到2025年每千
名老年人配备社会工作者人数保持 1人以上；针对老年大
学“一座难求”现象，规划提出到2025年老年大学每个县
（市、区、旗）至少1所……

规划要求强化各地落实规划的主体责任，加强对规划
实施的组织、协调和督导，将规划主要任务指标纳入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纳入政府工作
议事日程和目标责任考核内容。

（新华社北京2月23日电）

到2025年养老服务床位达900万张

我国提出“十四五”养老硬指标
田晓航 魏冠宇

新华社北京2月23日电（记者 刘硕） 记者从 23日举
行的全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获悉，全国检察机
关今年将继续立足检察职能加强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
护，依法惩戒、精准帮教涉罪未成年人，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
人犯罪。最高检要求，全国检察机关要保持对性侵未成年人
犯罪零容忍，并且要加大未成年被害人救助力度。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厅长那艳芳介绍，2021年，
全国检察机关从严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加强未成年被害
人保护救助，共批准逮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4.6万人，全国共
建成“一站式”办案区1622个，开展未成年人司法救助10719
件，发放救助金 1.59亿元。同时，全国检察机关依法惩戒和
精准帮教相结合，最大限度教育挽救涉罪未成年人，共受理
审查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5.5 万人，受理审查起诉 7.4 万
人，未成年人犯罪不捕率、不诉率分别为 50.4%、39.1%，较
2020年分别上升11.3、6.5个百分点。

据介绍，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积极促进解决未成年人

保护的深层次治理难题，积极推动落实强制报告、入职查询
等制度。全国检察机关通过强制报告发现、办理案件 1600
余件，倒查发现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案件 450余件，通过检
察建议、追究责任等方式监督纠正。针对学校存在的安全问
题，全国检察机关依法提出检察建议共计3668件，会同相关
部门排查旅馆、宾馆、酒店等住宿场所，督促整改、停业整顿、
吊销经营许可11000余家；排查营业性娱乐场所、网吧、酒吧
等场所，督促整改、停业整顿、吊销经营许可3600余家。

“各地检察机关依法督促推进学校建立完善预防性侵
害、性骚扰、防控学生欺凌等工作机制，并加强青少年法治教
育，全国 3.9 万余名检察官在 7.7 万余所学校担任法治副校
长，取得明显成效。”那艳芳介绍，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
校园暴力和欺凌犯罪案件较2018年同期下降74.7%。

最高检要求，今年要全面提升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质效，
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更加注重双向保护，加强全面
综合司法保护，促进标本兼治，以“一号检察建议”为牵引，促

进未成年人保护。
在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方面，最高检提出，要积极推

动与公安机关建立线索通报、数据共享机制，促进形成打击
合力；要保持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零容忍，最高检将会同公
安部等部门加大惩治和预防性侵犯罪工作力度，联合相关部
门出台办理性侵犯罪案件司法解释、办案规定和从业禁止规
定，统一执法司法标准和尺度；要加大对强奸、猥亵儿童、强
制猥亵等犯罪打击力度，保持严惩高压态势，最大限度遏制
和减少性侵犯罪发生。

在加强未成年人保护方面，最高检提出，要依法规范未
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工作，最高检将联合相关部门下发有关
该工作的实施办法；要落细落实强制报告制度和入职查询制
度，争取相关部门重视支持，推动将强制报告制度纳入网格
化管理，并将落实入职查询制度与从业禁止制度结合起来，
切实将“大灰狼”挡在校门外。

最高检：保持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零容忍 加大未成年被害人救助力度

新华社北京2月 23日电（记者
王鹏） 国新办23日举行国务院政策
例行吹风会，介绍2021年国务院部门
办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全国政协
委员提案情况。其中，教育部认真答
复建议提案，更好地深化教育改革创
新，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据介绍，教育部不断强化教师待
遇保障，大力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
设，深入实施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
策，将 2021 年确定为“高校教师思想
政治工作强化年”，多措并举加强教
师师德师风建设。

在深化教育改革创新方面，出台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本科教
育教学审核评估、规范 SCI论文指标
使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破除“唯论
文”、正确认识高校人才称号等一批
配套政策，取得重要的阶段性成效。

据悉，教育部高度重视重点督办
建议、重点提案办理，把相关办理作
为破解教育领域重点难点问题的重
要切入点，着力解决问题、推动工作。

教育部副部长宋德民介绍，针对
代表提出的建立长效治理机制、严格
广告治理、推进减负等建议，教育部
把“双减”作为部党组“一号工程”，成
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校外治理与

校内提质联动，制度建设和监督检查并进。
此外，针对委员提出的关于发展在线教育促进教育公

平、推进在线教育发展、提升中小学教师在线教育能力等建
议，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通过强化
在线教育监管、提前布局前沿研究，为在线教育健康发展保
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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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在济南市天桥区泺口街道，山东省立第三
医院的护士连平（右）向患者家属介绍胃管护理服务相关
情况。

为解决居家患者同质化延伸护理需求，让优质医疗资
源下沉惠民，2020年起，山东省建立由山东省护理学会推
进的“互联网+护理服务”省级统一平台。该平台具备视

频问诊、定位追踪、智能导航、疫情防控、全程拍照录音等
全流程可追溯功能，覆盖全省16个地市，共有176家医疗
机构参与，1.5万名具备5年以上临床护理工作经验和护
师以上技术职称的护士注册。目前“互联网+护理服务”
平台已惠及万余名居家患者，“‘滴滴’一下，护理到家”正
成为现实。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韩国：日增新冠病例再创新高
2月23日，人们在韩国首尔一处新冠病毒检测点排队

等待检测。
韩国卫生部门23日通报，由于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

毒株持续传播，韩国22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7.1万例，比
一周前几乎翻倍，再次刷新日增病例数新高。

新华社/纽西斯通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