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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贵阳市 2014年度保障性安居工程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乌当区第二批次项目

使用林地征求意见公示

贵阳市 2014 年度保障性安居工程农用地

转用和土地征收乌当区第二批次项目，于

2016 年 9 月 21 日取得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复

《省人民政府关于贵阳市 2014 年度保障性安

居工程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乌当区第二批

次实施方案的批复》（黔府用地函〔2016〕443

号）。 因项目红线范围内涉及林地，项目业主

贵阳泉丰城投土地开发有限公司向我局申请

办理使用林地手续，根据《省林业厅关于做好

贵阳市环城林带范围内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

核审批社会参与工作的通知》（〔2016〕 黔林

资通 594 号）、《贵阳市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

关于印发 < 建设项目使用贵阳市环城林带林

地社会公示和听证实施办法 （暂行）> 的通

知》（筑生态文明委通〔2016〕367 号）文件要

求，现将有关事项公示如下：

一、项目概况：项目总投资规模 7000 万元,

位于乌当区高新社区阿栗村，根据乌当区人民

政府 《乌当区人民政府关于明确贵阳市 2014

年度保障性安居工程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

乌当区第二批次用地一级开发实施主体的批

复》（乌府通字〔2018〕30 号），该项目建设规

模及内容为平整土地 22.9486公顷， 平整后土

地用于挂牌出让解决乌当区居住用地、公共管

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项目涉及林地面积 6.3644

公顷，散生木蓄积 37立方米。

二、 使用林地情况及使用林地后的占一

补一措施：项目红线范围内涉及贵阳市第二环

城林带林地 6.3644 公顷 （其中保留林地面积

0.5027�公顷），地类属乔木林地面积 0.5027 公

顷；属特殊灌木林地面积 5.0938 公顷；属一般

灌木林地 0.7679 公顷。 林地保护等级为 3 级

保护林地面积 5.5965 公顷；4 级保护林地面积

0.7679公顷。项目业主贵阳泉丰城投土地开发

有限公司拟在乌当区百宜镇、新场镇、下坝镇

集体非林地上补充相同面积的土地，按照有关

林业技术标准规定的密度种植乔木树种，保证

林地数量和森林面积不减少。

三、征求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征求意

见的范围为社会公众及该项目利害关系人；征

求意见的主要事项为该项目使用林地及采伐

林木相关事宜。

四、 公示起止时间：2019 年 3 月 6 日至

2019年 3月 12日（5个工作日）。

根据相关规定，我局拟对该项目使用林地

审核上报，相关单位和个人对该项目使用林地

及采伐林木事宜有异议或意见，请于 2019 年 3

月 12 日下午 17:00 点前通过信函、传真、电子

邮件向我局书面反映，反映人需提供身份证复

印件及联系方式，我局将认真核实，及时处理，

如无异议， 我局将根据该公示内容予以上报，

逾期不受理。

（联系人：凌秀萍；传真电话：86841140；邮

箱：1172815317@qq.com；单位地址：乌当生态

文明建设局）

乌当区生态文明建设局

2019年 3月 5日

一声春雷拔地而起， 耀眼红光

映透夜空。

3月 10日零时二十八分， 巨大

的轰鸣声响彻大凉山， 长征三号乙

运载火箭托举着中星 6C 卫星从西

昌卫星发射中心腾空而起， 随后卫

星成功进入预定轨道。这一刻，中国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发射次数正式

刷新为“300” 。

火箭的运载能力有多强， 航天

的舞台就有多大。 一系列中国太空

探索的大动作， 都是在长征系列运

载火箭运送下完成的。

火箭，是连接人与太空的天梯，

更是追梦太空的起点。 翻开长征系

列运载火箭 300 次发射史， 就如同

翻开一部中国航天的发展史。

1970年 4月 24日，长征一号运

载火箭在全国人民的期待中起飞，

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

红一号”送入太空，开启了我国自主

进入太空时代的新纪元。

“彼时，我国运载火箭的运载能

力是 300千克。 2016年 11月 3 日，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首飞成功， 我国

运载火箭近地轨道和地球同步轨道

的运载能力分别达到了 25 吨级和

14 吨级。 ”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宇航

部部长尚志说。

40多年间， 长征火箭运载能力

提升了数十倍。

1970年， 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

首飞也是我国当年唯一一次航天发

射。 而到 2018 年，长征系列运载火

箭全年发射 37 次，使中国航天发射

数量独占鳌头。

尚志介绍， 长征一号运载火箭

首飞时， 还是中国火箭的一枝 “独

苗” 。 现在长征火箭家族已拥有退

役、 现役 17 型运载火箭和多型在

研、论证型号，形成了发射低、中、高

不同地球轨道不同类型卫星、 飞船

的能力。

2015年 9月 20日，我国新一代

运载火箭长征六号成功发射，以“一

箭二十星” 创造了中国航天一箭多

星发射的新纪录。 备受关注的长征

九号重型运载火箭也正在开展关键

技术深化论证工作， 将成为我国运

载能力最大的一型火箭， 不断为中

国航天提供更多可能。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 60多

年前，中国航天事业正式起步。每一

次航天发射任务的成功， 都是中国

航天不断努力的注解。

以长征五号运载火箭为例，在

此之前中国火箭直径是 3.35 米直

径，而长五火箭的直径为 5 米，虽然

只是 1.65 米的跨越，却凝结了无数

航天人的心血。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院长郝

照平介绍，5米直径大型箭体结构为

我国运载火箭首次采用， 是火箭实

现运载能力重大跨越的基础，设计、

制造、试验难度很大。

“长征五号突破了 12 项重大关

键技术 247 项关键技术， 不仅使整

个火箭技术能力达到国际先进行

列，同时带动了国内相关工艺、工业

制造能力的进步。 ” 郝照平说。

长征六号的成功首飞， 拉开了

我国新一代无毒无污染运载火箭投

入使用的序幕。 随后，长征七号、长

征五号新一代运载火箭先后登场。

未来，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还将

研制长征七号甲、长征八号、长征九

号、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完成我国

运载火箭的整体更新换代， 绿色无

污染的环保推进剂将成为中国火箭

的主流。

以长征五号、 长征七号为代表

的新一代运载火箭现在采用的三种

新型主发动机均采用无毒无污染的

推进技术。三型新型发动机的研制，

使我国运载推进技术水平大幅提

高，不断为“美丽中国”做出努力。

随着技术的进步， 长征火箭的

“国际范儿” 越来越足。

1985年 10月，中国政府向世界

宣布，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将承揽国

际商业发射服务。1990年 4月 7日，

长征三号火箭成功发射美国休斯公

司研制的“亚洲一号” 通信卫星，中

国航天自此踏入国际商业卫星发射

服务市场。

截至目前，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已完成 48次国际商业发射，发射 56

颗国际商业卫星， 并向国际客户提

供 17 次搭载发射服务，打造了“中

国长征火箭”这一知名品牌。

近年来， 国际商业航天市场蓬

勃发展， 中国先后为老挝、 白俄罗

斯、 阿尔及利亚等国提供了国际商

业发射服务。

在 2015 年老挝一号广播通信

卫星项目中，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首

创“天地一体化 + 商业运营” 新模

式， 为长征火箭拓展国际商业发射

市场开辟了新思路。

随着中国航天的接续发展，航天

科技不再只是“高大上”的硬科技。

“我们将借助优势的航天运输

服务，通过全新共享发展的新模式，

为市场提供满意的发射服务和天地

一体化解决方案， 实现航天与人的

良性互动。 ”郝照平说。

近年来， 为满足消费者多元的

发射需求，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推出

了“太空专车、太空顺风车、太空班

车” 三型“太空车” 概念，旨在为客

户提供天地一体化系统解决方案、

优化组合的发射资源配置。

为了让普通人的 “航天梦” 不

再遥远，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还将逐

步实施太空车、太空星网、亚轨道飞

行体验等面向大众的商业航天计

划， 为全球的大众化小卫星提供搭

载服务。

“伟大事业都始于梦想、基于创

新、成于实干。 探索浩瀚宇宙，发展

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

懈追求的航天梦。” 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董事长吴燕生表示， 作为我国航

天科技工业的主导力量， 站在长征

火箭 300 次发射的新起点上， 我们

将大力弘扬航天精神， 在航天强国

建设新征程中续写更大的辉煌。

■据新华社

“300 次的飞跃”

我国成功发射“中星6C”卫星

3月 10日凌晨，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中星 6C” 卫星发射升空

追梦太空的起点

能力最新注解

绿色火箭渐成主流

自信走向世界

■新闻速递

据新华社电 埃塞俄比亚总理

办公室 10 日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架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客机当天上

午在埃塞境内坠毁。 据埃塞俄比亚

广播公司发布的消息， 客机上 157

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据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从

埃塞俄比亚航空初步核实的情况，

有 8名中国公民乘坐该航班。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当天发表

声明说，失事客机机型为波音 737，

于当地时间 8 时 38 分从埃塞首都

亚的斯亚贝巴起飞， 计划飞往肯尼

亚首都内罗毕。 飞机起飞后不久在

距首都约 45 公里的比绍夫图附近

坠毁， 机上载有 149 名乘客和 8 名

机组人员。

目前，搜救工作已经展开。埃塞

俄比亚总理阿比已经通过社交媒体

表达了对遇难者家属的深切慰问。

埃塞俄比亚航空是在非洲国家

航空公司中运营效益较好的一家航

空公司， 也是近年来发展较快的一

家航空公司。

埃塞俄比亚客机坠毁

157人无一生还

其中有 8 名中国公民

据新华社电 日本一艘高速船

9 日从新澙港驶往佐渡岛途中疑似

与海洋生物相撞，至少 87人受伤。

共同社报道， 新潟县佐渡汽船

公司所属“银河” 号喷射水翼船当

天搭载 121 名乘客和 4 名船员，上

午 11 时 30 分离开新澙港驶往佐渡

岛， 预定 12 时 30 分抵达目的地两

津港。

12时 15分左右，“银河” 号疑

似与海洋生物相撞，致使至少 87 人

受伤，其中 5人伤势严重。

“银河” 号客舱分上下两层，定

员 250人，1986年投入运营，往返于

新潟港和两津港，航程 1 个小时，航

行时速 80公里。

海上保安厅正在调查这起撞击

事件的原因。 海上保安厅官员和海

洋生物专家猜测， 鉴于事发海域经

常有座头鲸和小须鲸出没，“银河”

号可能撞上一头鲸。

除人员受伤，“银河” 号船体受

损。 共同社说，船尾外板出现 15 厘

米裂纹，水翼部分受损，需要接受检

查和修复。

日本高速船疑撞鲸

超过 80人受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