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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 170平米办公室对外

出租，水电暖齐全，带办公家

俱。租金面议。

办公室出租

地址：西关大街8号世贸大厦13楼
联系电话：0971-8457566 张女士

11 月 16 日，广汽丰田全新第八
代凯美瑞正式上市，凯美瑞是丰田旗
下的一款中型轿车，第八代凯美瑞从
广州车展亮相以来饱受媒体与车友
们的关注，曾经凯美瑞开创的辉煌战
绩轻而易举就能拉近与车友们的距
离。作为首款完全基于丰田TNGA架
构开发的车型,新车所有零部件从零
重新开发、核心部件全部采用高新技
术 ，包 括 全 新 2.5L Dynamic Force
Engine发动机、全新Direct Shift-8AT
变速箱、全系底盘及悬挂，同时在造
型、设计、驾驶和安全等方面的变革
由外及里，前所未有。

如果说广汽丰田第八代凯美瑞
的外观给人以视觉上的震撼，那么
当你进入车内后就变成了五感的享
受。重新规划的座舱布局让新车更

加宽阔，Y字型的不对称式中控台设
计被首次应用，大大提升了整体的
层次感和空间感，而左右宽度不一
的银色亮条也避免了尖角设计带来
的不适感。多种优质的皮革、木材
等材料的运用也让车内的豪华感、
舒适感上升到新的高度。

为了实现更好的行驶稳定性和舒
适性，广汽丰田第八代凯美瑞在车身
刚度和低重心化方面下足了功夫。全
面升级的车身骨架使用了高强度钢和
热冲压材，在提升了车身刚度的同时
还降低了整车的重量，在保障车身的
安全性的同时大大升级了驾驶的灵敏
性和经济燃油性。而通过对车辆零部
件的小型化轻量化和重新布局，新车
相比现款车型的重心低了25mm，实现
了同级车领先的低重心水准。

而为了实现极限的驾驶，车辆
设计以驾驶员位置为起点对座椅位
置高度、角度、方向盘角度、油门刹
车踏板的位置等都进行了重新优
化，对座位的滑动量增加了 20mm，
方向盘的倾斜量扩大了 10mm。同
时全新升级的双叉臂式后悬架和重
新优化的转向支柱加强件都增加了
对路面的感知力和车身的支撑性和
滤震性，即使在过弯时也能保证驾
驶者以舒适的姿态从容地驾驶。

第八代凯美瑞的到来，集合了
TNGA架构下设计、研发、生产的全新
改变的大成，在造型设计、动力总成、
底盘架构等方面都实现了全面的升
级。为消费者带来了不同以往的极佳
体验。脱胎换骨般地改变让第八代凯
美瑞开启了中级轿车的新时代。

丰田全新第八代凯美瑞正式上市

连日来，前来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重
温红色足迹的人络绎不绝。仅今年 11 月
份第一周，西柏坡已接待近 8 万人，较去
年同期增长一倍。

“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在西柏坡纪念馆里，“新中国从这里

走来”八个大字赫然醒目。西柏坡纪念馆
党委书记陈宗良介绍，西柏坡是全国著名
革命圣地，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辽沈、淮
海、平津三大战役，决定了全中国的命运；
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描
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这里还是“进京
赶考”的出发地。

“新时代，我们依然需要‘赶考’精
神。考官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满意才
是合格答卷。”陈宗良说。

“十九大开启新时代，举旗定向磅礴
迈 ”“ 不 忘 初 心 勇 担 当 ，伟 大 复 兴 好 愿
景”……这段现场说唱唱词，将十九大精
神与西柏坡历史相融合，激昂有力。

新时代的新“赶考”
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平山县在 2020

年前实现脱贫是当地的主要任务。扎扎
实实让老百姓早日过上美好生活，与全国
人民一道迈进全面小康，是当地干部群众
的心愿。

平山县委书记李旭阳表示：“平山是
一片英雄的土地，多少仁人志士抛头颅洒
热血，就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
红色基因在这里传承。新的时代，按照新
的使命，我们要有新的作为，坚持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继续贡献革命老区的力
量。这也是新时代的新‘赶考’。”

为将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到基层，平

山县集中组织干部进行学习和培训，并把
干部派到基层，深入全县乡镇、村以及厂
矿、学校、社区等，针对不同人群的特点，
把十九大精神融入快板、顺口溜、文艺节
目，让老百姓容易接受。“革命老区平山的
老百姓特别讲政治，也特别愿意倾听党中
央的声音。”李旭阳说。

“永远跟党走”
在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前来瞻仰的

群众络绎不绝。记者遇到石家庄市长安区
育才街道谈北社区组织的党员代表和居民
骨干来这里进行红色党课教育和重温入党
誓词，他们中最大的77岁，最小的30岁。

谈北社区党总支书记周淑萍说：“我
们采用革命传统实地教育的形式，带着大
家来亲身体会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这样
回去再读十九大报告，理解会更深。”

周淑萍表示，学习十九大报告后，让
她感触最深的是加强基层党支部和社区
建设至关重要。“基层是党的工作的最前
沿。”她说，“每个党员都是一面旗帜，我们
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代表了党，我们是
党连接群众的纽带。”

“西柏坡的‘赶考’精神是对我们每个
党员和基层干部的考验。作为共产党员，
要永远跟党走，为实现中国梦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周淑萍说。

在西柏坡参观的河北省邢台市隆尧
县教育局党工委基层党支部书记沈庆刚
表示，不忘初心就是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
奉献一切。“教育有需要的地方，老师就要
过去，党员教师更是要这样。”他说，十九
大之后，对不忘初心有了更深的理解和体
会。 新华社石家庄11月20日电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最高人民
检察院侦查监督厅日前派出督导调研组
赴甘肃省对祁连山系列环境污染案进行
督导调研，提出具体督导意见。

祁连山是我国西部重要生态安全屏
障，因矿藏、水资源富集，近年来，祁连山
局部生态遭到人为破坏。据统计，今年 1
月至 10月，甘肃省检察机关经审查，共批
准逮捕祁连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 8
件 16 人；建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破坏环
境资源犯罪案件 23 件 30 人，监督公安机
关立案侦查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 14件
15 人。与此同时，甘肃省检察机关侦查
监督部门在服务和保障祁连山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中，共移交公益诉讼案件线索

13件、职务犯罪案件线索 13件。
针对调研中发现的问题，最高检督导

组建议，祁连山保护区的检察机关应以辖
区为单位，对祁连山生态环境资源进行地
毯式搜索，由上级院加强工作指导，摸排
立案监督线索，及时移送公益诉讼线
索，深挖生态环境问题背后的职务犯罪
线索，特别是对中办、国办通报反映的
问题、中央第七环保督察组指出的、媒
体曝光的生态环境问题要件件有着落。
同时，提升全省“两法衔接”信息共享
平台应用水平，加强宣传教育，适时曝
光典型案例，提高群众环保意识，对于
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的滥伐、盗伐林木等
犯罪行为，依法严惩，形成震慑效果。

“赶考”精神是对党员干部的考验

甘肃祁连山系列环境污染案
16人被逮捕

问责1140人，包括厅级干部130人……
日前，内蒙古、黑龙江、江苏、江西、河南、广
西、云南、宁夏等8省区同步公开了中央环保
督察组移交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的
问责情况。

记者梳理发现，自然保护区内违规开
发建设、违背淘汰落后产能政策、大气污
染防治不力等问题在本次问责中“高频”
出现。在问责过程中，对“党政双责”“终
身追责”的坚持贯穿始终，强化地方党委
政府环境保护责任意识成为突出导向。

1140 人被问责 含 130 名
厅官

第一批 8 个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于
2016 年 7 月至 8 月对上述 8 省区开展环境
保护督查，并于 2016 年 11 月完成督查反
馈，同步移交了 100 个生态环境损害责任
追究问题，要求地方进一步核实情况，严
肃问责。

据环保部网站介绍，在这 100 个问题
中，河南最多，占 20个，其次是内蒙古和黑
龙江，分别有 17 和 13 个。江苏、江西、云
南各存在 11个、广西 9个、宁夏 8个。

8 省区此次共问责 1140 人，其中厅级
干部 130 人、处级干部 504 人。河南问责
人数最多，达 227人，其中厅级干部 10人、

处级干部 83 人。内蒙古自治区问责的厅
级干部最多，达 27 人，问责处级干部 65
人，厅、处两级在总问责人数 124人中占比
约四分之三。

其中，河南省仅因在 2014年至 2015年
间“违规新注册每小时 10蒸吨及以下燃煤
工业锅炉”问题问责 49人。黑龙江省哈尔
滨市因自 2013年以来秋末冬初重污染天气
多发频发，导致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停课，高
速公路封闭，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造成较
大影响，对31名责任人员进行严肃问责。

具体问责情形包括通报、诫勉、责令
公开道歉、党纪处分、政纪处分、移送司法
机关等，9 人已被追究刑事责任。在被问
责的厅级干部中，诫勉 46 人，党纪处分 40
人，行政处分 40人，4人被移送司法机关。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是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大制度安排，严格责任追究是环
境保护督察的内在要求。国家环境保护
督查办公室副主任刘长根介绍，8 省区在
问责过程中，注重追究领导责任、管理责
任和监督责任，尤其强化了领导责任。

四类破坏环境问题具有共性
记者梳理发现，自然保护区内违法违

规开发建设、违背淘汰落后产能政策、城
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不力等四种情况，是这次被问责的主
要原因。

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违
法违规开发建设破坏生态问题、内蒙古乌
梁素海湿地水禽自然保护区西海岸违规
开挖 5000亩鱼塘、黑龙江扎龙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违法实施土地整理项目、黄河湿地
自然保护区三门峡段生态破坏问题……
在同步移交的 100个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
究问题中，自然保护区违法违规开发建设
问题尤为突出，值得各地反思。

违背淘汰落后产能政策大上项目，在
100个问题中也比较普遍。如江苏省徐州
市、盐城市部分钢铁新增产能项目属于违
规建设项目、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铅冶
炼落后工艺和装备淘汰工作不力、云南省
违规认定 3家企业淘汰类生产装置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问题等，都属于这一类。

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也
是被问责的主要原因之一。黑龙江省鹤
岗市因为生活垃圾填埋场建设缓慢，百万
吨垃圾不能安全妥善处置，8 名责任人员
被严肃问责。内蒙古自治区多家污水处
理厂因负荷率低、超标排放问题严重被严
肃问责。

除此以外，河南省新乡市、黑龙江省哈
尔滨市和江西省萍乡市都因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不力，对相关负责人进行了问责。

“党政同责”“终身追责”得
到强化

从问责人员分布看，地方党委 46 人、
地方政府 299人；在党委政府有关部门中，
环保部门 193人，占比最高；水利、国土、林
业、工信、住建、城管、发改、市场监管等多
个部门均有分布。

刘长根表示，被问责人员基本涵盖环
保工作的相关方面，体现了环境保护“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的要求。

记者梳理发现，在 100 个问题中，“终
身追责”得到明显体现，不少已经离任的
干部被问责。如在江西晨鸣纸业违建项
目及云南曲靖市、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危险废物集中处置项目建设推进不力问
题中，时任市政府副市长均被问责。

一批中央驻地方单位干部也被问责。
如在河南省全面推广使用国四车用柴油
及油气回收治理工作滞后问题上，按照干
部管理权限，整改问责工作领导小组除对
河南省环保厅、工商局、商务厅等相关负
责人问责外，还给予中石油河南销售分公
司总经理助理、中石化河南石油分公司经
营管理处处长、物流中心主任等党内警告
处分。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8省区1140人因环保问题被问责
其中厅级干部130人 处级干部504人

11 月 19 日，北京朝
阳区高碑店村村委会的
工作人员对辖区内的商
铺进行安全隐患排查。

20 日 21 时，北京市
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相
关情况。截至目前，北
京市已确认 19 名遇难
者情况，查获涉案人员
18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