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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品牌婚介免费登记

万 余 会 员 等 你 选 择

86510272

●情梦圆老牌婚介上万会

员 ， 选 择 成 功 为 止

86754145

●鑫缘婚介免费登记直至

成 功 85868654，

17784998502

●达万霖家政钟点外墙石

材 防 水 涂 料 地 毯 招 工

85561558

●出租市内商用房 2200

平米；出售住房 150 和 200

平米。 电询 19985406365

●花溪龙腾公司位于花溪

区金鑫中路 104 号门面 28

平 招 租 ， 电 话

18685190682、13765007122

●

遗失公告

贵州多彩贵州城建设经营

有限公司 《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 证号： 筑规地字

2012———0260 声明作废

●刘鲁生遗失贵阳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证：000000678 声明作废。

●兹有我司 《贵州宏诚智

睿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与《宏益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签订 2019 年代

理协议遗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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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等 7 部门近期联合发布

的《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

细则》将于 9 月 1 日起施行。 细则

从资质认定和管理、监督管理、退出

机制、 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了明确

规定。细则的施行，将加速我国报废

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迈入市场化发

展进程，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车

主处理报废汽车也将更加便利。

长期以来，“报废车卖不上价”

已成为不少车主的固有印象， 成为

车主报废机动车积极性不高的原因

之一。

即将施行的细则，对于报废机

动车的回收利用作出进一步的细

化和说明。 其中，“五大总成” 松

绑，将会成为影响机动车回收定价

的关键因素。 “五大总成” 是指机

动车的发动机、 变速箱等总体架

构。 与以往的回收“论斤卖” 相比，

细则确认允许将具有循环利用价

值的报废机动车“五大总成” 出售

给具有再制造能力的企业，经再制

造后予以再利用，因此报废车回收

价格有望提升。

一般情况下， 机动车在维修过

程中， 往往会优先使用新的原厂零

件。现在，消费者根据机动车具体使

用情况， 可以选择机动车回用件及

再制造零部件进行维修。如此一来，

对于车龄偏高的车主来说， 维护成

本将会明显降低。

“以变速箱为例，新变速箱和

再制造变速箱在实际使用上差别并

不会很大， 因为再制造零部件按国

家标准，不低于新件的性能，但价格

会比新品低 40%至 50%。 ” 一位汽车

业内人士说。

同时， 国家取消了对报废机动

车回收企业的数量限制， 随着新规

落地实施， 报废回收企业和网点将

会根据市场需求及汽车保有量逐步

增多， 以往报废车辆要长途跋涉几

十公里等问题将得到一定改善，车

主处理报废汽车将会更加便利。

在政策推动下， 企业服务和

“五大总成” 再制造价值的提升，有

望实现“一车一价” 的精准回收新

模式，机动车报废价格将更加合理。

部分车主因报废补贴少、需处

理违章等原因，长期拖着不进行报

废， 有的直接将车辆丢在一边不

管。

“这种现象大多与车主对报废

车‘残值’ 理解和对回收再利用的

认知不充分有关。 ” 中国再生资源

回收利用协会报废车分会秘书长张

莹表示， 不少车主对机动车报废后

的“价值” 抱有幻想，市场上由此产

生了不合法回收现象。

“非法报废机动车， 害处多

多。 ” 张莹说，利益驱动下，报废车

的“五大总成” 在非法拆解环节有

可能重新流回市场， 如果非法拼装

重新上路， 无疑将成为行车安全的

重大隐患， 同时也会给车主带来违

法风险。

业内专家表示， 报废车辆非法

拆解过程中， 废油废液一旦在违规

拆解中渗入地下， 这片土壤将无法

复耕；蓄电池、安全气囊、新能源动

力电池等的不合理处置都会产生对

人体有害的物质。

报废机动车报而不废， 严重扰

乱市场的同时也不利于汽车产业发

展。报废车流入黑市，不仅可能导致

环境污染， 还会威胁道路交通安全

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新规施

行后， 以往存在的私自拆车拼装维

修等问题有望得到改善， 有利于推

动汽车维修和社会车辆的总体安全

性提升。

同时，此次细则还明确，回收拆

解企业应建立报废机动车零部件销

售台账， 如实记录 “五大总成” 数

量、型号、流向等信息，并录入“全

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应用服务” 系

统。

“信息化管理可追溯，将成为

规范发展报废汽车回收利用的重要

保障。 ”张莹说。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总工程师

许海东表示，新规较之前更加全面，

各部门职责划分更加清楚。 细则的

施行， 将对我国机动车报废回收工

作产生积极影响， 促进行业健康有

序发展， 对我国汽车产业实现高质

量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据新华社

报废车回收价格有望提升

据新华社电 河南仰韶村遗址

22日重启考古发掘。 此次发掘距离

上次已有 40 年，将运用现代技术手

段为黄河文化、 中原地区文明化进

程等课题提供新的考古资料。

1921年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

遗址展开的第一次发掘， 标志着中

国考古学的诞生。 其重要发现被命

名为“仰韶文化” ，这是中国近代考

古学史上出现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

名称。 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后相

继完成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发掘，使

仰韶文化内涵日益丰富。

“2021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 100

周年、仰韶文化发现 100 周年，重启

考古发掘恰逢其时。”河南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院长刘海旺说。

距今约 5000 年至 7000 年的仰

韶文化， 是黄河中下游地区重要的

新石器时代文化， 以发达的制陶工

艺为人熟知。 这一时期的彩陶色彩

绚丽、 图案丰富、 绘画手法高超娴

熟，达至中国史前彩陶文化巅峰。

“这些彩陶所产生的影响，南达

长江中游、北抵河套地区、东及黄河

下游、西至甘青地区，形成了中原史

前文化向周围的第一次辐射。” 中国

考古学会理事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部委员王巍表示， 仰韶文化深刻

影响中华文明的起源、 形成和发展

进程， 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开展新的

发掘， 可把先人的生存状态更加鲜

活地呈现给世人。

据新华社电 8 月 23 日 10 时

27 分， 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高

分九号 05 星送入预定轨道， 发射

获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还搭载发

射了多功能试验卫星、天拓五号卫

星。

高分九号 05 星是一颗光学遥

感卫星， 地面像元分辨率最高可达

亚米级，主要用于国土普查、城市规

划、土地确权、路网设计、农作物估

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可为“一带

一路”建设等提供信息保障。

搭载发射的多功能试验卫星由

军事科学院负责研制， 将在轨对通

信、导航、遥感等新技术进行试验验

证； 天拓五号卫星由国防科技大学

负责研制，将在轨对船舶、航空器、

浮标及物联网等信息采集新技术进

行试验验证。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的第 343次飞行。

七部门联合发文，9 月 1 日起施行———

机动车报废价格将更加合理

规范行业健康发展

我国成功发射高分九号 05 星

■新闻速递

市委书记来店里喝茶， 茶叶店

主为承揽工程当场送对方现金 100

万元。中国检察网近日公布的《葛某

甲行贿案起诉书》披露了这一信息。

起诉书显示，葛某甲，初中文化，

原系福州市鼓楼区某茶叶店经营者。

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检察院指

控，2011 年， 葛某甲得知某公司取

得南平市建阳市 （现为建阳区）西

区生态城项目后， 向该公司时任法

定代表人王某提出想承包部分工程

项目的请求，遭到拒绝。

当年 10 月的一天，时任建阳市

委书记葛晓华到被告人葛某甲位于

福州市区的茶叶店喝茶， 葛某甲便

向葛晓华提出欲承包西区生态城内

的工程项目，请对方帮忙争取，葛晓

华许诺尽力帮忙。为此，葛某甲在其

茶叶店门口， 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现

金 100万元，葛晓华当场收下。

2011年 11月底的一天，葛晓华

在建阳宾馆邀请王某等人与被告人

葛某甲一起吃饭，并让王某等人将人

民西路的工程项目交给葛某甲承建。

之后，王某将上述工程交给葛某甲。

起诉书显示，2016 年 9 月 22

日， 被告人葛某甲在福州市归案，其

归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

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检察院认

为， 被告人葛某甲为谋取不正当利

ssp 益， 贿送国家工作人员人民币

100 万元， 情节严重， 犯罪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行贿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同时，被告人葛某

甲协助公安机关抓捕另案被告人，

系立功，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

告人葛某甲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

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

据了解， 收受茶叶店老板 100

万现金的葛晓华已于 2016 年 6 月

落马。 公开资料显示，葛晓华曾任建

阳市长、 市委书记、 南平副市长等

职。

据中国检察网

市委书记来喝茶 店主当场送现金 100 万

河南仰韶遗址

重启考古发掘

据新华社电 国际隧道和地下

空间协会主席严金秀 22 日表示，我

国穿江越海隧道科技已达到世界领

先水平。

严金秀在穿江越海超大断面盾

构隧道建造技术高端论坛上说，中

国是世界上隧道数量最多、 建设规

模最大、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高速

铁路隧道技术体系已基本形成，穿

江越海水下隧道建造技术、 艰险山

区复杂地质条件长大隧道建造技术

等取得很大进展， 隧道掘进机研发

与制造取得重大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