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七
七事变 ”纪
念日到来之
际， 众多游
客来到哈尔
滨东北烈士
纪 念 馆 参
观， 接受爱
国 主 义 教
育。 图为一
名 访 客 在
哈 尔 滨 东
北 烈 士 纪
念 馆 内 参
观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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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广告

遗失启事遗失启事

滋滋烤鱼康定姑咱店
★滋滋烤鱼川湘香

辣味
★滋滋川派豆鼓味

烤鱼
★干锅系列有干锅

排骨、香锅兔
★小吃 ： 滋滋培根

薯条
★特色梅子酒

尝鲜地址：
四川民族学院第六

教学楼对面 530 台二楼
订座电话：2857333

康定劲浪体育
提倡运动健康

生活态度
主营 ： 阿迪达

斯、探路者、耐克
地址：康定溜溜

城 1—4 号铺

愉馨公寓
温馨舒适
地址：情歌广场

旁西巷子内
单间、 标间、家

庭房
24 小时热水，免

费上网
电话：
0836-7777886
18990481156
周围有网吧、茶

坊、 酒吧、 餐馆、小
吃、超市

康定人家主题酒店
位于跑马山脚下索

道旁
三星级标准设计
经营情景客房、茶餐厅
交通停车便利
订房热线：
0836———7777977

葩姆名卡百姓藏餐
地址：康定水井公寓二楼
订餐电话：0836-6999999

甘孜商讯
《甘孜日报 》

“甘孜商讯” 本着
“方便百姓， 服务
社会” 的宗旨，发
布酒店、 餐饮、招
聘 、租赁 、美容美
发、转让、快递、票
务、维修、搬家、家
教、家政服务等方
面的信息。 随着本
报微信客户端的
推出，现隆重推出
“康巴食尚”栏目，
向广大消费者推
介吃喝玩乐攻略，
敬请关注。

栏 目 热 线 ：
0836-2835718

关注微信平
台 ： 康巴传媒网
“康巴食尚”

成都-康定-拉萨航班 6 月 20
号正式开航，每天一班。

航班时刻：
成都-康定-拉萨： 成都 6： 35

起飞，7： 30 到达康定， 康定 8： 30
起飞，10： 30 到达拉萨。

拉萨-康定-成都 ：拉萨 11：
10 起飞 ，13： 00 到达康定 ； 康定
13： 40 起飞 ，14： 40 到达成都 。

四川康定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公 告 注销公告

■ 新华社记者 翟永 冠崔静 陈弘毅 杨维汉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日前审议
通过了《环境保护督察方案 (试行 )》《生态环境监测网络
建设方案》《关于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
试点方案》《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
(试行)》等文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

有干部和专家表示, 四份文件从不同的层面规定了
生态建设的新动向,创造性地提出“党政同责”、领导干部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损害生态环境终身追责等,表明
了中央在加强生态建设方面的决心和信心。

四份文件“高规格”聚焦环保问题
“此次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的 5 个文件中,有四个涉

及环保。 其中《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聚焦环保督察
工作机制,《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 为环境保护提
供科学依据,《关于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的试点方案》和《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
法(试行)》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环节 ,这意味着中央在
真正落实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五位一体’中 ,环保监管体
制改革的大幕正式拉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
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说。 “这次会议释放出的信
号,首先是要重视生态环境;其次是把生态政绩考核纳入
干部考核管理体系中去,并且逐渐健全为制度化安排。 今

后将通过终身追责的办法惩处损害生态环境的干部 ,威
慑力不言而喻。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

损害生态环境终身追责
专家表示,从此次深改小组会议可以看到,加强督查

完善考核,抓关键环节关键人物成为以后工作重点。
———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提出。
常纪文表示, 以前地方如果发生了环境事故一般会

追究政府的责任, 而因没有明确的党内法规和国家法规
规定党委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具体职责, 因此党委的环保
责任被虚化了,严重情况下也只承担领导责任。 这次在环
境保护方面提“党政同责”,在国家层面还是第一次,抓住
了环境治理问题的“牛鼻子”。

———明确干部责任: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损害生
态环境终身追责。

记者初步统计 ,目前已经有内蒙古、湖南 、陕西 、湖
北、四川、广东、福建、山东、云南、江苏等 10 个省份进行
了探索试点。 比如云南昆明东川区明确规定,审计结果报
告将提交组织部, 作为领导干部业绩考核和任用的主要
依据,存入领导干部个人档案。

汪玉凯说, 近年来在一些地方个别干部为搞政绩搞
形象 ,不顾生态环境 ,片面追求 GDP 数字增长 ,将资源环
境“吃干榨净”后一走了之。 强调环境问题终身追责,能促
进领导干部真正负起责任。

———从“督企”到“督政”转变。
深改小组会议指出, 建立环保督察工作机制是建设

生态文明的重要抓手。2014 年底,环保部明确提出环境监
管执法从单纯的监督企业转向监督企业和监督政府并
重。 此后,一系列密集的督查、约谈等实践,推动环境监管
实现了从“督企”向“督政”与“督企”并重的转变。

据了解,“督政” 是环保部门依法对下级人民政府及
其相关部门履行环境保护职责情况开展监督检查, 提出
处理意见建议,并督促整改落实。 对综合督查发现而迟迟
没有解决的问题 ,通过公开约谈、挂牌督办、区域限批等
手段进行处理。 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在今年全国“两会”上
表示,2015 年要在推动地方政府责任落实方面下大力气,
对 30%以上的市级政府开展督查。

上下贯通，确保政策落地
“深改小组通过的上述四份文件,完善了顶层设计,确

立了一系列原则和制度安排,需要职能部门的落实,更需
要领导干部的创造性实践。 ”蔡志强等专家建议,中央有
所呼,地方和各部门要有所应。 完善自上而下的压力系统
和自下而上的监督过程, 确保生态文明发展观念成为领
导干部“紧绷的弦”。 “首先,相关部门需要尽快出台实施
细则,比如说离任自然资源资产如何审计,审计哪些内容;
追究责任也要细化 ,解决好落实相关规定‘最后一公里’
问题。 ”汪玉凯说。

深改小组四份文件聚焦生态建设透露哪些新信号？

生态建设“党政同责” 损害环境终身追责
中国证监会 5 日晚间公告,为

维护股票市场稳定,中国证监会决
定,充分发挥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作用, 多渠道筹集资金,扩
大业务规模,增强维护市场稳定能
力。 中国人民银行将通过多种形
式给予证金公司流动性支持。 针
对市场热议的新股发行、 股指期
货交易、 股市传闻谣言较多等问
题,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 5 日晚
间作了回应。

4 日晚间,沪深两市 28 只新股
公告暂缓发行。 邓舸表示,近期将
没有新股发行。下一步新股发行审
核工作不会停止,但将大幅减少新
股发行家数和发行融资数额。

近期股票期现货市场剧烈波
动。 邓舸表示,中国金融期货交易
所按照相关规定,对交易股指期货
合约特别是中证 500 股指期货合
约的部分账户采取了限制开仓等
监管措施。

上周五股指期货收盘价已高

于现货价格。 证监会要求中金所
加大力度扩大检查范围,配合证监
会对各种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进
行专项核查。 证监会对恶意做空、
利用股指期货进行跨期现市场操
纵等违法行为，一经查实，将依法
予以严惩。

邓舸说，证监会将会同公安机
关和媒体网络主管部门，进一步严
厉打击编造、 传播股市谣言的行
为。 目前，证监会正在开展证监法
网专项执法行动，编造、传播股市
谣言是执法行动的打击重点之一，
并已查处和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件。

最近部分媒体 、网络 、微博 、
微信发布了大量不实信息 ，有的
纯属捕风捉影，有的对政策措施
进行揣测性报道 ， 甚至编造谣
言 ，煽动过激情绪 ，对股票市场
正常运行造成严重干扰。邓舸提
醒广大投资者关注有关部门正
式发布的信息，不传谣、不信谣，
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证监会发公告并回应资本市场热点问题

央行将给予证金公司流动性支持
●近期将没有新股发行
●对交易股指期货合约的部分账户限制开仓
●进一步严厉打击编造传播股市谣言行为

7 月 5 日，国家标准委批准发
布《数字城市一卡通互联互通 通
用技术要求》国家标准，该标准将
于明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数字城市一卡通国家标准
规定了城市一卡通互联互通系
统技术要求 、 用户卡技术要求 、
业务流程 、数据清分 、数据接口
要求、 通讯要求和安全要求 ，以
及标准中涉及的相应术语 、定
义 、符号等 ，可以满足城市内综
合交通 、公用事业缴费 、风景园

林 、社区应用 、停车场管理等多
项业务需求的系统。

标准还对互联互通标志进行
了规定：标志以白色为背景，衬托
出蓝色的“CU”文字变形和红色的
“City Union”造型；互联互通标志
的防伪标志为围绕在主题造型周
围的 42 个“City Union”字样构成。
该标志主要用于区分和标识城市
一卡通领域的相关产品及服务是
否具备互联互通功能。

（本栏据新华社电）

一卡通国家标准发布
明年 2月 1日起实施

7 月 5
日 ，2015 第
十四届 “青
海农信杯 ”
环青海湖国
际公路自行
车赛第一赛
段比赛在西
宁举行。 本
赛段为西宁
绕圈赛 ，全
程 121 公
里。 图为参
赛选手冲出
起点。

新华社发

为了体现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公开 、
公正的原则，贯彻落实《关于切实加强风
险防范严格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
(环发[2012]98 号)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进一步加大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和政务信息公开
力度， 更好地保障公众对环境保护的参
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现将《四川省雅
砻江牙根二级水电站水电站环境影响报
告书》的相关评价信息公示如下：

一、工程概况
牙根二级水电站位于甘孜州雅江县

境内，是雅砻江中游(两河口至卡拉河段)
七级水电开发的第三个梯级电站。 坝址
位于雅江县城下游约 54km 处，坝址处控
制流域面积 7.1 万 km2， 多年平均流量
745m3/s。 电站开发任务为发电。

电站采用坝式开发， 坝型为碾压混
凝土重力坝 ，最大坝高 119m；水库正常
蓄水位 2560m，相应库容 2.543 亿 m3，死
水位 2555m，调节库容 0.401 亿 m3，具有
日调节能力。 电站厂房为坝后式地下厂
房，共安装 4 台单机容量为 270MW 的水
轮发电机，单机发电引用流量 372.5m3/s，
额定水头 77m；电站总装机 1080MW，多
年平均年发电量 45.09 亿 kW.h (与两河
口联合)。 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为 1172.
23 万 m3(自然方)，最终弃渣量 901.75 万
m3(自然方 )；电站建设总工期为 76 个月
(不含筹建工期 32 个月 )，施工高峰年人
数 4200 人。

工程永久占地面积(含水库淹没及地
质影响区面积) 18715.35 亩，临时占地面
积 2534.08 亩， 共占用耕地 1245.69 亩，
园地 280.81 亩， 林地 7174.02 亩， 草地
2316.25 亩。 至规划水平年，共需生产安
置 899 人， 全部采用逐年补偿安置的生
产安置方案；搬迁安置 1796 人，共迁建 2
座集镇、1 处宗教活动点，无集中安置点。

二、主要环境影响及环境保护措施
牙根二级水电站建成后， 每年可以

获得清洁能源 45.087 亿 kW.h(与两河口
联合运行)， 减少煤炭等不可再生化石能
源的消耗量、减轻对大气环境的污染。 同
时，电站建设过程中大量资金的投入，可
以促进与工程相关的地方产业、 服务业
和文化事业的发展， 增加地方劳动力就
业机会，从而带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

牙根二级水电站建设带来的不利影
响主要有： 牙根二级水电站运行后将改
变工程下游河段流量的日内分配， 对库
区及下游河段的水温、水文情势、水生生
态和陆生生态等方面产生一定影响；大

坝阻隔将对河道内鱼类产生一定影响；
初期蓄水期间， 若不泄放生态流量将造
成下游河道断流； 工程占地和水库蓄水
将占用和淹没河谷区原有植被。 另外，工
程施工期 “三废” 及噪声排放也将对水
质、大气和声环境造成局部污染，对工程
区居民、施工人员的生活环境、人群健康
等带来一定影响； 工程建设及移民安置
等施工活动将对水土流失、 陆生生态等
带来一定影响。 移民及宗教设施搬迁对
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及宗教活动产生一
定的影响。

为减免工程运行带来的不利环境影
响，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如下：对受工
程影响的鱼类等水生生物提出了施工期
及蓄水初期鱼类保护、生境保护、过鱼设
施、增殖放流、科学研究和渔政管理相结
合的鱼类保护措施体系； 初期蓄水通过
调节 1# 导流洞局部开启调控闸门及坝
身中孔弧形门泄流以保障河道下游用
水； 陆生生态保护措施包括动植物资源
保护、 珍稀野生动物等环境敏感对象保
护措施等。 施工期对生产废水采取絮凝
沉淀+清水回用的措施，对生活污水采用
成套生活污水处理设备+环保厕所的措
施， 所有生产生活污水经处理后综合利
用，不外排；采取优化施工工艺、选择先
进施工方法、 洒水降尘等措施保护环境
空气；采取选择低噪声设备和工艺、合理
安排施工时间、 加强交通管制等措施保
护施工区声环境； 施工期生活垃圾集中
收集后运往雅江县生活垃圾填埋场进行
处理。 工程建设及移民安置等施工采取
挡渣墙、 拦渣堤等工程措施和覆土绿化
等植物措施防治水土流失， 生物恢复措
施选择本区域地方种， 杜绝外来物种入
侵；对于移民安置，注重加强沟通，尊重
当地居民民族信仰，化解矛盾。

三、主要评价结论
牙根二级水电站工程建设对当地社

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社会效益显
著。 在采取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后，工程
建设对水环境、环境空气、声环境、生态
环境等的各种不利影响将得到有效减
免。 因此，从环境保护角度认为，工程不
存在重大环境制约因素， 在落实各项环
保措施的前提下，工程建设可行。

四、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1、公示时间
本公示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所在区域甘孜州及雅江县的

政府机关 、社会团体 、企事业单位和个

人 ， 以及关心工程环境保护工作的其
他公众。

3、公示信息索取
如有需要， 请在上述时间内向建设

单位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两
河口建设管理局，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中
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索取环评报告书简本信息， 并可通过
电话、传真、电子邮件、信函等方式索取
补充信息。 详细地址及联系方式如下：

(1) 建设单位
(2) 环评单位
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双林路 288 号
地址：成都市温江区政和街 8 号
电话：028-82907141
电话：028-62683693
传真：028-84311577
传真：028-82789179
电子邮件：lijinghua@ehdc.com.cn
电子邮件：beiyi618@126.com
邮编：610051
邮编：611130
联系人：李精华
联系人：陈享莉
4、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关注本项目的公众， 在信息公告期

限内可通过电话、传真、电子邮件、信函
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评价单位提出对工
程建设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在
收到意见和建议后的 5 个工作日(不包括
节假日)内，建设单位或环境影响评价单
位将以书面形式向提出意见的公众反馈
意见的处理和落实情况。

5、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议题
本次向公众征求意见的主要议题

包括：
(1) 公众对牙根二级水电站所在地

环境现状的看法， 以及环境现状结论是
否可信；

(2)公众对本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可
信程度；

(3)公众对减缓不良环境影响措施和
补偿措施的意见；

(4)牙根二级水电站在设计 、施工和
运营中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5)公众感兴趣的与本项目相关的其
他环保问题。

特此公告
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七日

四川省雅砻江牙根二级水电站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
17000 多 字 、61

处 “互联网＋”、36 处
“融合 ”……《国务院
关于积极推进 “互联
网＋” 行动的指导意
见》4 日发布，标志着
在全功能接入国际互
联网 20 年后，中国正
全速开启通往 “互联
网＋”时代的大门。

这 扇 大 门 打 开
速度之快超过外界
想象 ：3 月政府工作
报告提出制定 “互联
网＋” 行动计划，6 月
24 日国务院常务会
议通过 《“互联网＋”
行动指导意见 》，仅
隔 10 天国务院发布全文。

过去 20 多年来 ， 互联网在中
国快速发展。 中国 93.5%的行政村
开通宽带，网民数达 6.5 亿，一批互
联网和通信设备制造企业进入国际
第一阵营。

为衡量各国互联网经济规模 ，
麦肯锡推出了 iGDP 指标即互联网
经济占 GDP 比例。

从 2010 年到 2013 年， 中国的
iGDP 从 3.3%上升到 4.4%， 达到全
球领先国家水平， 已具备加快推进
“互联网＋”发展的坚实基础。

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高新

民介绍，互联网在中国经历了 3 个阶
段：上世纪 90 年代到 2000 年的基础
初创期，2001 年到 2006 年的产业形
成期，2007 年以来的快速发展期。

“这几个时期分别 ‘＋’ 出了网
购、电商，‘＋’出了 O2O（线上线下联
动），也‘＋’出了 OTT（微信等顶端业
务），而 2015 年则进入‘互联网＋’时
代，开启了融合创新。 ”他说。

当前，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迫切
需要构筑新优势、新动能。 《指导意
见》强调，要充分发挥“互联网＋”对
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
风险的重要作用。

在全球 22 个大
的工业门类中， 中国
有 7 个门类居全球第
一。 工信部副部长怀
进鹏说， 但产业结构
不均匀、 居于产业链
低端等问题一直困扰
着我国工业。

纵观全球， 德国
通过“工业 4.0 战略”
让制造业再升级 ，美
国以“产业互联网”让
互联网技术优势带动
产业提升。

如今在中国 ，信
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
合尤其是“互联网＋”
被寄予厚望。

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
院士说，中国提出“互联网＋”，是要
在西方模式外找到更适合国情的跨
越发展机会。

《指导意见》还指出了传统企业
运用互联网的意识和能力不足 、互
联网企业对传统产业理解不够深入
等“亟待加以解决”的问题。

专家认为，“互联网＋” 时代大
门开启 ，包括政府主体 、市场主体
在内， 社会各界都要转变观念 ，调
整思路 ， 科学有序地推进 “互联
网＋”，为经济社会发展构筑新优势
和新动能。 （据新华社电）

一“网”情深 融合创新

中国开启“互联网＋”时代大门

注销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议申请

公司注销。 请本公司债权债
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前来办理有关手续，过
期责任自负。

稻城县净土建筑劳务有
限公司

2015 年 7 月 7 日

经本公司股东会议申请
公司注销。 请本公司债权债
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前来办理有关手续，过
期责任自负。

康定金藏贸易有限责任
公司

2015 年 7 月 7 日

雅江县房改局发房
产证雅房监证 (2013) 字
第 071 号遗失作废。

雅江县国土资源局
发 土 地 使 用 证 雅 国 用
（2013）第 006-5 遗失作
废。 所有人：杨彬

财务专用章“甘孜州宏
基建筑材料加工有限公司”
编 号 为 ：5133215002547
遗失作废。

全称为董春华的法
人章遗失作废。 甘孜州
宏基建筑材料加工有限
公司

四川省甘孜质量技
术监督局发组织机构代
码 证 正 本 ， 代 码 为 ：
L7581199_4， 有 效 期
2014 年 11 月 10 日 至
2018 年 11 月 9 日遗失
作废。 康定县新思路创
意广告制作部

四川民族学院发毕
业 证 书 编 号 为 :
116611201206000394 遗
失作废。 钱刚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
治州康定中学发毕业证
书编号为：13-3300-01-
0195 遗失作废。 冯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