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电 2 日，在位于黑龙

江省黑河市爱辉区幸福乡红兴村的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北段黑河首

站， 控制室内大屏幕上各种参数不

停闪烁，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北段

工程正式投产通气， 开启两国能源

合作新时代。

2014年 5月 21日，中俄在上海

签署两国政府东线天然气合作项目

备忘录、中俄东线供气购销合同两份

能源领域重要合作文件。 双方商定，

俄罗斯通过中俄天然气管道东线向

中国供气，输气量逐年增长，最终达

到每年 380亿立方米，累计 30年。

2015年 6月， 中俄东线天然气

管道中方项目开始建设。中国境内的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从黑河市入境，

途经 9 个省、市、自治区，终点到上

海，新建管道 3371公里，利用在役管

道 1740 公里，全线分北段（黑河—

长岭）、中段（长岭—永清）、南段

（永清—上海）进行建设。 目前已完

成的北段工程，线路全长 1067公里。

据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北段项

目部经理罗志立介

绍， 正式供气后，首

期每年 50 亿立方

米， 初步计划 2023

年全线投产后，达到

每年 380亿立方米。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北段是目

前中国规模最大的天然气长输管道

工程。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董

事长王宜林说，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

道工程是中国首条同时采用 1422

毫米超大口径、

X

80 高钢级管材、12

兆帕高压力等级等高规格管材和高

难度施工参数的项目， 突破了国外

技术壁垒， 实现了管道核心控制系

统和关键设备全面国产化。

在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黑河首

站， 记者看到一座座 10 多米高的

“灯塔” 。 据工作人员介绍，那是安

装的高清摄像头， 黑河首站的每条

管道、路面出现异常，都会第一时间

发现，传输到监控系统，可以实现无

人值守。 中石油管道分公司智慧管

道中心副主任李荣光说， 中俄东线

天然气管道是中国智能管道建设的

样本工程。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将与中国

现有区域输气管网联通，可向东北、

环渤海、 长三角等地区稳定供应清

洁优质的天然气。 黑龙江当代中俄

区域经济研究院院长宋魁表示，中

俄东线天然气管道的正式通气，在

中国天然气整体流向 “自西向东”

的基础上， 增加了 “北气南下” 流

向， 进一步完善了中国东部地区的

天然气管网布局。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

战略研究院首席专家马友君说，该

工程是中国践行国际合作“互利双

赢” 理念的成功典范，实现了俄罗

斯丰富资源与中国广阔市场的优

势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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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坟公告

由于国家建设需要，南明区花冠路啤酒厂

周边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涉及云关乡油榨

村倒岩组（倒岩组后山）范围内的坟墓需要迁

移，请在该区域内有坟墓的亲属于见公告设立

之日 15 个工作日内， 凭身份证到云关乡油榨

村村委会登记申报。 按国家法律办理手续，逾

期不迁者按无主坟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851-85520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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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兰祥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 12月 2日

据新华社电 近年来，全国持续

严厉整治酒驾醉驾违法犯罪行为，

但少数驾驶人，特别是年轻驾驶人

心存侥幸，肆意酒驾醉驾，甚至引发

交通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带

来损失。 据统计，40 周岁以下的醉

驾驾驶人占醉驾总人数的 54.18

%

。

公安部 2 日发布 2019 年十大

醉驾肇事典型案例：

案例一：2019 年 1 月 5 日，吴

某某醉酒驾驶小型汽车，碰撞公路

右侧护栏，造成吴某某等 3人死亡。

案例二：2019 年 1 月 7 日，王

某醉酒驾驶轻型货车，碰撞前方人

力三轮车，造成 1人死亡，肇事后王

某弃车逃逸。

案例三：2019 年 1 月 20 日，陆

某某醉酒驾驶小型汽车，撞击前方

同向行驶的电动三轮车， 造成 1 人

死亡。

案例四：2019 年 2 月 8 日，杜

某某无证醉酒驾驶小型汽车，与两

辆汽车碰撞，造成 1人死亡。

案例五：2019 年 2 月 14 日，邱

某某醉酒驾驶小型汽车，右转弯冲

出路外坠落河中， 造成邱某某等 4

人死亡。

案例六：2019 年 2 月 18 日，刘

某某无证、醉酒驾驶未年检、未保险

的小型汽车，撞倒行人，造成 1人死

亡，2人受伤。

案例七：2019 年 3 月 12 日，宋

某某醉酒驾驶小型汽车，与前方同

向行人相撞，造成 1人死亡。

案例八：2019 年 6 月 5 日，邓

某某醉酒驾驶小型汽车，撞上人行

横道上的行人，造成 1人死亡。

案例九：2019 年 7 月 29 日，郭

某某醉酒驾驶小型汽车，驶入道路

右侧边沟后侧翻， 造成郭某某等 5

人死亡。

案例十：2019 年 8 月 7 日，曹

某某醉酒驾驶小型汽车，与重型半

挂牵引车相撞，造成曹某某等 4 人

死亡。

据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

莹 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中国政

府决定自即日起暂停审批美军舰机

赴港休整的申请，同时对“美国国家

民主基金会” 等在香港修例风波中

表现恶劣的非政府组织实施制裁。

华春莹说，日前，美方不顾中方

坚决反对，执意将所谓“香港人权与

民主法案”签署成法，这严重违反国

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干涉

中国内政， 中方已就此表明坚决态

度。 针对美方无理行为，中国政府决

定自即日起暂停审批美军舰机赴港

休整的申请，同时对“美国国家民主

基金会”“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

“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人权观

察”“自由之家”等在香港修例风波

中表现恶劣的非政府组织实施制裁。

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停止任何插

手香港事务、 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行，

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采取进一步必

要行动， 坚定捍卫香港稳定繁荣，坚

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有记者问： 中方为何对美国有

关非政府组织进行制裁？

华春莹说， 大量事实和证据表

明， 有关非政府组织通过各种方式

支持反中乱港分子， 极力教唆他们

从事极端暴力犯罪行为，煽动“港

独” 分裂活动，对当前香港乱局负

有重大责任。 这些组织理应受到制

裁，必须付出应有代价。

中国暂停审批美军舰机赴港休整申请

并制裁支持反中乱港分子的美非政府组织

据新华社电 近日，中央“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领导小

组印发 《关于整治 “景观亮化工

程” 过度化等“政绩工程” 、“面子

工程” 问题的通知》， 要求把整治

“景观亮化工程” 过度化等“政绩

工程” 、“面子工程” 问题纳入主题

教育专项整治内容，深化学习教育，

抓好自查评估，认真整改规范，加强

督促指导，从严从实抓好整治工作。

通知指出，近年来，脱离实际、

盲目兴建景观亮化设施， 搞劳民伤

财的“政绩工程” 、“面子工程” ，在

一些地方特别是贫困地区、 欠发达

地区城镇建设中都有所发现， 不仅

造成国家财力和社会资源的浪费，

而且助长弄虚作假、 奢侈浪费的不

良风气。 要充分认识这些问题的危

害性，坚持实事求是、精准施治，稳

妥有序抓好整治工作。

通知指出，要深化学习教育，树

立正确政绩观。 各级领导班子和领

导干部特别是市县党委、 政府领导

班子和领导干部， 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 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的重要论

述，牢记初心使命，践行为民服务宗

旨，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要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

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根据本地

经济发展现状和财力水平， 量力而

行推动城市建设和各项事业， 把财

力真正用到发展和民生急需领域，

把补短板、 惠民生作为城市建设的

重点， 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操心

事、烦心事、揪心事，不断增强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通知强调，要抓好自查评估，认

真整改规范。 必要的亮化工程可以

搞，但要从实际出发。地方各级党委

和政府要全面开展排查和整改，结

合主题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广

泛听取群众意见， 对本地景观亮化

工程等城镇建设项目进行梳理评

估，看是否存在违背城镇发展规律、

超出资源环境承载力、 超出地方财

力、背离人民群众意愿的“政绩工

程” 、“面子工程” ， 一项一项对照

检查， 对违规建设的行为进行检查

和处理。 要把“当下改” 与“长久

立” 结合起来，着眼长效、立足规

范，围绕动议、规划、审批、建设等方

面建立健全相关机制， 从源头上防

止“政绩工程” 、“面子工程” 。

通知强调，要落实整治责任，加

强督促指导。 各省（区、市）党委要

加强领导，落实责任，抓好统筹。 市

县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要把自己摆

进去，从严从实抓好整治工作。要坚

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对已建成的和

正在建设的景观亮化工程， 要分类

指导，防止在整改中一拆了事，不要

造成新的浪费。中央指导组、中央巡

回督导组和各级巡回督导组要加强

督促指导， 对存在问题的督促整改

规范到位，防止出现偏差。

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通知

坚决整治“政绩工程”“面子工程”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北段工程投用———

俄罗斯天然气正式进入中国

据新华社电 国家发展改

革委 2 日发布消息， 根据近期

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 按照

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自

2019 年 12 月 2 日 24 时起，国

内汽油、 柴油价格每吨分别提

高 55元和 50元。

本次调价折合汽油和柴油

价格每升上调约 4分。国家发改

委有关负责人说，中石油、中石

化、中海油三大公司要组织好成

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

供应， 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

各地相关部门要加大市场监督

检查力度，严厉查处不执行国家

价格政策的行为，维护正常市场

秩序。消费者可通过 12315平台

举报价格违法行为。

这位负责人表示， 正密切

跟踪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运行

情况， 结合国内外石油市场形

势变化，进一步予以研究完善。

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

际市场原油价格小幅上涨。国家

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预计，当前

全球原油供应充足，短期内国际

油价将维持区间震荡走势。

汽油、柴油价格小幅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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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驾肇事典型案例

据公安部交管局消息，2019 年

1 月至 10 月，未按规定让行、违法

超车、违法会车、违法停车等 10 类

破坏交通规则的不文明驾驶行为共

造成 9656 人死亡、58675 人受伤，

其中，“未按规定让行” 一项造成

4661人死亡、27015人受伤。

据介绍，这 10类不文明驾驶行

为是：未按规定让行、违法超车、违

法会车、违法倒车、违法变道、违法

占道行驶、违法停车、违法掉头、违

法抢行、未保持安全车距。

参与道路交通的每一个人、每

一辆车，都可能对道路交通安全产

生巨大影响。人的因素在道路交通

事故成因中占比超过 90%。 当前，

酒驾醉驾、“三超一疲劳” 、闯红灯

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已普

遍为人所知，但一些破坏交通规则

的不文明驾驶行为的危险性，应引

起足够重视。

据新华社

■相关新闻

今年前 10 月

不文明驾驶行为

致9656人死亡

工作人员从管线旁经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