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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 新华社记者 叶昊鸣

助力国家经济社会现
代化发展

“规划的布局总体思路是‘用足
存量，做优增量’，对于新增路线更
加注重精准和有效供给。”交通运输
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王松波说。

在支撑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面，
王松波表示，规划一方面从强化城
市群核心城市间交通联系、支撑城
市群交通一体化发展等方面对国家
公路网进行“补强”，另一方面进一
步强化了国家公路对中小城市和县
城的连接覆盖。“新增了泉州至梅
州、抚州至吉安等路线，将国家高速
公路覆盖范围拓展到了所有城区人
口10万以上的市县。”

为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多元
化、个性化的出行需求，规划重点新
增了一批普通国道路线，加强了对
重要景区和交通枢纽的连接。如通
过新增呼伦贝尔至罕达盖、钦州至
崇左等路线，实现了普通国道对25
条国家旅游风景道的全覆盖。

对甘其毛都、策克等重要口岸
新增国家高速公路连通；新增奎屯
至库车高速公路以建成沟通新疆天
山南北的全天候便捷通道……规划
从支撑全面开放新格局、增强国家
安全保障等多方面进行了详细布
局。

王松波表示，路网建成后，我国
将实现全国所有市县15分钟上普
通国道，地级行政中心和城区人口
10万以上市县30分钟上国家高速
公路，国家高速公路连接全国所有

边境口岸县市、普通国道连接全国
所有沿边公路口岸，连接包括74个
重要港口、106个铁路枢纽、453个
民航运输机场在内的全国所有重要
交通枢纽。

画好全国交通地图这幅画

如果把全国交通地图比作一幅
画，中部、东部、东北地区都是“工笔
画”，而西部“留白”则较大。

将新疆4条路线调增为国家高
速公路，15 条路线调增为普通国
道，部分既有线路进行延长，干线路
网布局进行优化完善……

“这些对于解决我区路网‘留
白’问题，促进我区公路联网、补网、
强链，提升网络效益具有重大意
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厅长艾山江·艾合买提表示，规划对
新疆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交
通枢纽中心建设，主动服务乡村振
兴、军民融合、区域协调发展、旅游
兴疆等国家及自治区重大战略等起
到了重要支撑和保障作用。

除了为西部地区解决“留白”问
题，规划也对东部地区实现区域公
路网高质量发展作出了部署。

“本次《国家公路网规划》正式

发布，浙江省国家高速公路由18条
增加至 22条，普通国道由 15条增
加至19条，总规划里程超过10000
公里。”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汪
东杰表示，这为浙江省进一步画好
交通“工笔画”，服务共同富裕示范
区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王松波表示，统筹考虑东、中、
西部地区发展差异和阶段特征，重
点考虑支撑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实
施，着重考虑推动特殊类型地区补
短板，规划结合国家高速公路和普
通国道的功能定位，因地制宜对国
家公路网布局进行了优化和完善。

推动国家公路高质量发展

“2021年底我国公路总里程达
到528万公里，路网规模已位居世
界前列，特别是高速公路里程位居
世界第一。但综合考虑人口和面积
等因素后，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还
存在一定差距。”交通运输部规划研
究院副院长石良清表示，未来我国
公路网仍需要保持稳定适度的超前
发展，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率。

围绕高水平打造“6轴7廊8通
道”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强
化主要城市群之间的主通道能力；

围绕支撑形成“全国123出行交通
圈”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重点
补强一批城市群内城际通道，增设
都市圈环线，同时强化国家公路对
重要交通枢纽的连接；围绕推动融
合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等，新增一
批联络线，加强对国家重要旅游景
区、陆路边境口岸、自然灾害多发地
区的连接……规划在路网布局方
面，加强了与其他运输方式和相关
产业的融合，着力提升路网系统韧
性和可靠性。

加强与其他运输方式规划的衔
接协调，更好服务支撑城市群发展、
城市空间拓展，提高公路养护质量
和运营管理水平；依法依规避让各
类生态保护区域、环境敏感区域、城
乡历史文化资源富集区域，注重为
新能源车辆等新装备、新技术、新设
施应用提供更好的环境……规划对
国家公路集约高效和绿色智能发展
提出了明确要求。

“通过优化一批、新增一批、扩
能一批国家公路路线，将为人民群
众提供更加优质的现代化公路交通
运输服务，为国家经济社会现代化
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王松波说。

（新华社北京7月25日电）

助力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
——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深入解读《国家公路网规划》

到 2035 年，我国国家公路
网总规模将达到 46.1 万公里，
国家高速公路将覆盖所有城
区人口10万以上的市县，普通
国道将对 25 条国家旅游风景
道实现全覆盖……近期公布
的《国家公路网规划》对新时
期我国国家公路发展作出了
中长期专项规划。

有效完善现代化高质量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助力实
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交通
运输部有关负责人在 25 日举
行的专题发布会上对《国家公
路网规划》进行深入解读。

海南省文昌市冯家湾畔，新厂房陆续落成投
产，光网、路网、电网、气网、水网“五网”设施建设如
火如荼。一座现代化的渔业产业园初具雏形，这里
正是文昌探索生态养殖、推动渔业转型升级的生动
写照。

曾经的冯家湾，密布的鱼塘像一块块伤疤，海
岸带遍布一条条取水管道，养殖废水直排大海……
水产养殖粗放扩张带来了一系列环境问题。2017
年，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在海南督察时指出，

“文昌、琼海两市交界的冯家湾海域海水养殖最为
集中，部分区域沙滩已淤泥化”。

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是海南最强的优势和最大
的本钱，落实环保督察整改，推进渔业转型升级迫
在眉睫。

2018年文昌市发布了《文昌市养殖水域滩涂
规划》，划定养殖区、限养区和禁养区。文昌推动冯
家湾一类生态红线区内养殖池塘、养殖场全部退
出，并通过种植红树林等方式开展生态修复。

清退只是第一步。30多年来，冯家湾一直是
全国有名的海水鱼苗繁育及水产养殖基地，也是当
地农民赖以生存的“饭碗”。如何科学推进整改工
作，在保护环境前提下保障百姓生计，是当地政府
面临的考验。

通过多部门实地调研和广泛征求意见，文昌提
出通过置换土地使用权的方式，利用沙港崀地区近
7000亩的国有土地建设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
园，安排退出养殖户入园发展，探求群众增收和生
态保护共赢。

园区内，一栋栋水产养殖示范厂房拔地而起，
刷新了人们的认知：原来鱼虾螺也可以“上楼”，创
新的多层养殖模式不仅稳定、可靠，而且让同等面
积的土地提高产出60%以上，养殖效益可呈倍数放
大。

曾广能是首批入驻园区的养殖户之一，目前已
经尝到了现代化工厂养殖的甜头。今年4月到5
月，曾广能陆续销售蓝瓜子斑鱼苗4.5万尾、老鼠斑
鱼苗21.9万尾，销售收入145.5万元。

“比起传统养殖模式，这里温度恒定、光照可
控、空间利用率高，培育高端品种鱼苗很有优势。”
曾广能说，原来在海边的大棚式养殖，辛辛苦苦赚
的钱可能因为一场台风就全赔了。园区里硬件条
件好，养殖风险大大降低，产量也上去了。

园区建设如火如荼，企业和科研机构也慕名而
来。截至目前，园区已引进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渤海水产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水产科学研究
院东海水产研究所等20家企业和科研机构。

渤海水产育种（海南）有限公司计划在园区内
建设96亩水产育种基地，总投资1.5亿元。“园区内
养殖环境、条件变得可控，从试验养殖情况看，虾苗
成活率和品质较以往传统养殖模式显著提升。”渤
海水产育种（海南）有限公司行政主管胡中杰说，项
目完全建成后，南美对虾种虾年产量可达20万对，
预计年产值达2.28亿元。

园区管委会综合办公室负责人刘文龙介绍说，
为破解水产养殖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冯家湾产
业园规划建设了深海取水工程和完善的给排水系
统，即从深海集中取水、统一供水，最大限度地减少
对海岸生态的破坏，同时有效提升水质。园区内产
生的养殖尾水、加工废水、生活污水等，经过现代化
工艺处理达标后进行排放，不会对海水造成污染。

刘文龙表示，向着“产业化、工厂化、规模化、标
准化、生态化”目标，冯家湾产业园将努力辐射和带
动海南渔业转型升级。

（新华社海口7月25日电）

探索生态养殖的
“绿色之变”

——海南文昌创新推动
海水养殖综合整治

■ 新华社记者 周慧敏 罗江

羊卓雍湖，藏语意为“碧
玉湖”。夏日里的羊卓雍湖，
气候宜人，自然风光秀美。

图为7月24日在西藏山
南市浪卡子县拍摄的羊卓雍
湖景色（手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沈虹冰 摄

夏日多彩
羊卓雍湖

四川省金福纸品有限责任公司造纸及环保节能减排技
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有关规定予以公示，征求与本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纸质文件的查
阅方式

四川省金福纸品有限责任公司造纸及环保节能减排技
改项目拟在公司现有厂区内建设、不新增用地，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可通过以下方式查阅：

网站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aDe4wDb-

KDklv9Dbdmc-Kg
提取码: 2j7q
纸质版本：通过下方建设单位的联系方式联系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为建设项目周边的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主要范围为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

三、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公众可通过以下网络链接下载项目公众意见表，填写

公众意见。

网站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aDe4wDb-
KDklv9Dbdmc-Kg

提取码: 2j7q
四、公众提出的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和电子邮件等联系方式，将填

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反馈与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公众提交意见时，请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采用实
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对于公众提交的相关个
人信息，我司承诺不会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之外的

用途。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公示发布后10个工作日内。
六、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四川省金福纸品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乐山市沙湾区福禄镇沙湾儿村
联系人：张总
联系电话：0833-3560358
电子邮箱：657343882@qq.com

广告

四川省金福纸品有限责任公司造纸及环保节能减排技改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四川中核同源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同辐放射源研发
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本
单位公开以下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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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https:
//pan.baidu.com/s/1tU54k5skOYIEOjXJH0Xp1Q，提取
码：npic。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向第四条公开的联系
人索取。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用地周边村镇（木城镇、南安乡、泉水村、王宿村）

等敏感保护目标及相关单位或团体。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本次征求的公众意见为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

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https://
pan.baidu.com/s/17N07M3H04pukVSdR-s5-SQ，提取
码：7240。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自行下载公众意见调查表，通过电话、

电子邮件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向建设单位及环评单
位咨询和提供相关建议和意见。发表意见的公众请
注明发表日期、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以便根据需要
反馈。

建设单位：四川中核同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汤工
联系电话：13890674875
地址：四川省乐山市夹江县南安乡兰坝社区

编制单位：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
联系人：彭工
联系电话：028-85903530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长顺大道一段328号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时限共5个工作日，为本公示发布时

间2022年7月25日起至2022年7月29日。
四川中核同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7月26日
广告

中国同辐放射源研发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新华社北京 7月 25 日电（记
者 邹多为）海关总署25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全国海关
共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173种，3.1
万种次；境外预检淘汰不合格动物
4.2万头，淘汰率21.16%；并首次从
进境种苗中截获光滑拟毛刺线虫、

波斯茎线虫。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

动植物检疫法》实施30周年。作为筑
牢国家生物安全屏障的第一道防线，
近年来，海关不断完善制度体系，持续
强化入境检疫，严守国门生物安全。

数据显示，海关组织实施国门生

物安全监测计划，上半年在口岸对
144种动物疫病和701种有害生物
实施监测。此外，通过开展“国门绿盾
2022”行动，严格入境检疫，强化潜
在风险分析和防控，严厉打击非法引
进外来物种行为，从旅客携带、寄递
等渠道截获活体动植物2925批次，

包括大黑弓背蚁、爪哇短胸天牛、芡
欧鼠尾草等多种外来物种。

针对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
非洲猪瘟发生国家和地区的动植物
及其产品，海关共发布禁令公告15
份，退回、销毁不合格农产品721批，
涉及34个国家（地区），有效防范了

疯牛病、非洲马瘟、高致病性禽流感、
松材线虫、红火蚁、地中海实蝇、小麦
矮腥黑穗病菌、番茄褐色皱果病毒、
玉米褪绿斑驳病毒等重大动植物疫
情疫病和外来入侵物种通过口岸传
入，保护了我国农林牧渔业生产安
全、生态安全和人民身体健康。

海关上半年共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3.1万种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