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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规划
（2019~2025年）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已编制完成，现按照《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向公众公
示如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
方式和途径

与本规划利益相关及关心本规划
的任何单位或个人若需要查询本规划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可从即
日 起 登 陆“http://fgw.qinghai.gov.cn/通
知公告”查阅本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若需要查阅纸质报告书

可按照下述第四条的联系方式联系查
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青海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规划

（2019~2025 年）4 个项目附近可能受
影响的公众、团体和单位，以及对本规
划关注的公众。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 众 登 陆“http://fgw.qinghai.gov.

cn/通知公告”下载公众意见表填写，
反馈。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填写公众意见调查

表、传真、电子邮件、信函等方式向规

划单位或环评单位实名反馈意见，并
请留下联系方式，以便及时向提出意
见的公众反馈公众意见采纳与否的意
见。联系方式：

1. 规划单位：青海省能源局
地址：西宁市城西区新宁路 14

号
邮编：810008
联系人：孙博
联系电话：0971-6334968
电子邮箱：qhsnyjdlc@163.com
2. 环评单位：中国电力工程顾问

集团西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地址：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团结南路22号
邮编：710075
联系人：龚洁
联 系 电 话/传 真 ：029- 89583759/

3749
电子邮箱：gongjiea@nwepdi.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即日

起至本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送审本出
版前。

青海省能源局

青海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规划（2019~2025年）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

“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切成就归功于
人民。”新中国 70岁生日在即，亿万中国人
心潮澎湃。人们把热情注入字里行间，由
新华社联合知乎发起的“你好中国·问答 70
年”，邀请共和国勋章和诺贝尔奖得主屠呦
呦、导演张艺谋、中国第一位男子乒坛大满
贯刘国梁、演员胡歌、知乎创始人周源等各
领域代表人物，用最关切的问题，与网友一
起问答，回首历史，展望未来。截至目前，
4.8亿人次网友参与、作出 2.6万余个回答，
回答总字数超过600万。

4 亿多人次网友记忆的点点星光，共
同汇聚成 70年岁月的璀璨星河。

这是网友讲述的身边故事
活动中，5 位名人一共提出了 5 个问

题，无论是有哪些东西改变生活、还是最
让人眼眶一热的歌曲、最激动人心的比
赛，甚或是接到录取通知书的体验、作为
中国人的骄傲瞬间……网友们都用自己的
经历给出了答案。而这 5 位提问人，也给
出了自己的答案，与网友一起互动。

一名网友说，自己是替不上网的父母
回答。他们出生在 50年代的京郊村庄，儿
时煤油灯、蜡烛都不舍得点；每天步行 5公
里去上学也很高兴，毕竟爷爷奶奶那一辈
都没有学上；他们会说改变生活的就是第
一次用上电灯，发现米饭也能天天吃。

70年的巨变，就发生在每个人身边。
这样的回答数不胜数。回答字数超过

800 字的网友“长篇通讯”超过 1300 篇，最
多的 1.6 万余字。网友的亿万次参与、万

千次点赞，不只是发生在互联网上的数
字，而是 70年间中国人发自肺腑的感慨。

网友“王瑞恩”告诉记者，在回答“有
没有一首歌让自己眼眶一热”时，立刻想
起自己在美国过春节，一个人在住处，听
到《我的祖国》中“一条大河波浪宽”，看着
窗外冰封的密西西比河，就想起了在家乡
沿着珠江散步，之前只觉寻常的东西，那
一刻突然涌上心头……

他们的故事，让更多人产生共鸣。网
友生于不同年代，长于神州各地，但不变的
是记忆中的家国情怀，被一个故事所点亮。

这是网友对历史的集体回忆
这是一些获得高赞同数的知乎网友

留言。
一名网友说，祖父给地主放羊一辈子

不识字，生活范围大概是村子周围三十
里；父亲高中毕业回村里小学教书，生活
范围大概是镇子方圆百里；我一个少数民
族山区的农村娃，怎么到北京做科研来了
呢？从我一个普通家庭的变化，就能一窥
中国的飞速发展。

一个人讲述的是自己的故事；不同年
龄、地域、行业的 4 亿多人次网友参与、集
体写就的，就成了历史。

——还记得恢复高考那两年 1000 多
万考生奔赴考场吗？一位 1977 年参加高
考的网友说：“我就是被高考改变命运的
第一批人。如果没有高考，就不会有现在
的我。”这条近 6000条点赞的回答背后，是
40多年来两亿多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人。

——还记得 1998 年那场牵动人心的
长江洪水吗？网友说：“1998年，洪水退了
军车开走，父母的小卖店被老百姓买空，
所有人把东西使劲往军车上扔。后来我
读书，学到‘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一瞬间
就想到当年的车流。”这样的故事出现在
人民需要的每一个危急时刻。一名网友
说：“2002年，作为抗洪战备部队在长江大
堤上。队长指着脚下的大堤说，死也得死
在大堤上！”

——还记得 2008年影响大半个中国的
冰雪灾害吗？网友说：“当时我就在广州火
车站，几十万人滞留，一个妇女严重不适，
是被众人在头顶抬着传递出去的。”2008年
开始，从无到有，中国建成全世界三分之二
长度的高铁网络。2008年雪灾中的春运，
是最后一个无高铁时代的记忆……

如果把所有的回答装订成 30 万字一
本的“大部头”，可以写 20部。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这是一部 600 万字的叙事史诗。
记录了中国如何从一穷二白一路走到今
天稳居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轨迹。

这是网友对祖国的真情告白
“新中国体育史最让人心潮澎湃的比

赛是什么？”网友给出 2500 多个不同的答
案。但一名网友告诉记者，70 年，可能每
个人都有让自己激动的比赛，但不变的关
键词应该是“升国旗、奏国歌”。

70年来，中国发展日新月异。让人意
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是，一些经典的
歌曲总能超越时间。数据显示，引发网友

共鸣最多的歌曲还是《我的祖国》《歌唱祖
国》《义勇军进行曲》和《七子之歌》……

在所有问答的高频词中，有三个词排
名最靠前——“我们”“祖国”和“中国”。
网友的回答从家长里短到各行各业，但有
一种朴素的情感，一直未变。每个人身后
都是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每个中国人都
是国家发展的见证者和推动者。

一名网友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爱国
不是抽象概念，爱国主义也不是假大空的
东西。”“我们”成为高频词，见证网友不仅

“热爱”，还在行动。
拍摄边防军人的网友看到“背着沉重

的装备、默默守护祖国的军人在边境升起
国旗，就感到了意义”；参与航天工程的网
友觉得“风云、神舟、天宫、悟空、墨子、嫦
娥……这些优雅的名字是对航天人最好的
回报”；一位东南亚华人感慨“从这几年海
外同胞的境遇转变，要感谢奋斗的中国同
胞”……

参加问答的国务院国资委“国资小
新”认为，这是一次社会公众对生活的集
体总结，一次全景式扫描，也是一次对历
史的集体致敬。“让爱国、庆生成为了网络
舆论场的最大公约数。”

一名网友说：“今年是问答 70年，但我
想，只要中国继续发展进步，这个‘问答’就
永远不会停止。我非常想知道到国庆 80
年、90年、100年时，我会给出什么回答。”

这 是 网 友 的 期 盼 ，而 历 史 会 给 出
答案。 据新华社电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任务一线 9 月
23日清晨，用“一箭双星”发射成功的
捷报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上一份
特殊的生日祝福。

当日 5 时 10 分，我国在西昌卫星
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及
配套远征一号上面级），以“一箭双
星”方式成功发射第 47、48 颗北斗导
航卫星。

据了解，这两颗卫星均属于中圆地
球轨道卫星，是目前在建的我国北斗三
号系统的组网卫星。经过3个多小时的
飞行后，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后续
将进行在轨测试，适时入网提供服务。

目前，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球组
网发射已进入倒计数，北斗将与其他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并肩为全世界提供
精度更高、运行更稳定、功能更可靠的
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成为面向全球
的重大公共服务空间基础设施，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

据介绍，这次发射任务原定发射
窗口因天气原因不宜实施，为不影响
整个组网计划进程，北斗工程指挥部
迅速调整工期，转换状态，决策提前
一个窗口实施发射。全体人员以饱

满热情投入紧张工作，加班加点，发
射场系统、运载火箭和卫星系统精准
组织指挥、严格质量管控、科学调配
力量，分布于大漠戈壁、海岛边疆、大
洋太空的测控站点立体接力测控，北
斗人用大团结大协作实现了任务过
程结果“双圆满”。

此次发射的北斗导航卫星和配套
运载火箭（及远征一号上面级）分别
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和中国运载火箭
技术研究院抓总研制。

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312
次飞行。 据新华社西昌9月23日电

4.8亿人次，600万字，网友这样表白祖国
——透视“你好中国·问答70年”大数据

我国成功发射两颗北斗三号卫星

为依法严厉打击食品、药品、环境污染和侵权
假冒等民生领域犯罪，坚决整治食品安全领域侵
害群众利益问题，近日，公安部公布了全国省级公
安机关打击食药环犯罪“昆仑”行动暨整治食品安
全问题联合行动监督举报方式，发动群众积极举
报案件线索，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公安部正在牵头开展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
动。行动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紧密结合 8月份公安
部部署开展的“昆仑”行动，对以食品安全为重点
的民生领域犯罪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侦破了
一批大要案件，摧毁了一批犯罪窝点，打掉了一批
犯罪链条，整治了一批重点地区，取得初步成效。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为深入推进“昆仑”
行动，确保食品安全问题专项整治取得扎实成效，
现将各省级公安机关监督举报方式予以公布，欢
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相关违法犯罪活动线索。根
据公安部要求，各省级公安机关也要公布本省（自
治区、直辖市）范围内各市、县级公安机关监督举
报方式。各市、县级公安机关 110报警电话同步接
受举报。所有举报平台将有专人负责，对群众举
报的每一条线索公安机关都将认真核查，一经查
实将依法予以严厉打击。对举报有功人员，将予
以奖励。 据新华社电

打击食药环犯罪
“昆仑”行动监督举报方式公布

99月月2323日日55时时1010分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
（（及配套远征一号上面级及配套远征一号上面级），），以以““一箭双星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第方式成功发射第4747、、4848颗北斗导颗北斗导
航卫星航卫星。。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