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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从中车唐山公司传出
消息，该公司研制的我国首列时
速 350 公里长编组“复兴号”中
国标准动车组已经开始型式试
验。

这列编号为CR400BF-A-3024
的动车组，由16辆车厢组成，目
前正在位于北京东郊的铁科院
环形试验线上开展试验工作，这
也是我国16辆长编组“复兴号”
首次亮相。

中车唐山公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为适应中国高速铁路运营
环境和条件，满足更为复杂多
样、长距离、长时间、连续高速运

行等需求，完善中国标准动车组
平台系列化产品。中车唐山公
司在8辆编组“复兴号”基础上，
研制了 16 辆编组 CR400BF-A
型“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总
长度超过415米。

据介绍，列车型式试验是委
托检验机构对这列新车进行“考
试”，检验该车技术条件和工况
状态是否符合运营要求。时速
350 公里长编组“复兴号”中国
标准动车组的型式试验分为静
态试验、动态试验两个阶段，主
要进行车辆动力学、牵引性能、
制动性能、弓网受流性能、网络

通讯和空气动力学性能等28项
整车试验项目。只有通过型式
试验，动车组列车才能获得设计
许可及制造许可，才能正式投入
量产并上线运营。

中车唐山公司在我国最早
研制生产时速 300 公里以上高
速动车组。近年来，中车唐山公
司 陆 续 推 出 时 速 350 公 里
CRH380BL 型/CRH380B 型 高
速动车组，350 公里 CR400BF
型“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等
谱系化产品，近500组动车组成
为京广、京沪、沪昆、西成等高铁
客运专线的主力。

我国首列长编组“复兴号”
动车组开始型式试验

正在南极阿蒙森海及附近
海域执行海洋综合调查任务的
中国第 34次南极科考队，日前
搭乘“雪龙”号极地考察船深入
西风带中心海域和气旋影响区，
获得了南极绕极流核心区域全
深度断面观测数据。

自3月 6日凌晨起，“雪龙”
号抵达西经 126 度上的首个站
位并开始温盐深采水作业。随
后几天，科考队克服了西风带和
气旋影响区的恶劣天气和海况，

进行了海洋温度、盐度、海流观
测和生物拖网采样等一系列作
业，沿西经126度自南向北完成
了南纬64度至60度之间5个海
洋站位观测，圆满完成了西风带
的全深度断面观测。

科考队员、中国海洋大学教
授史久新介绍，南极绕极流主要
是由南半球西风驱动，是地球上
最强的海流，也是唯一的东西贯
通洋流，在全球大洋物质和能量
循环中发挥重要作用，也是全球

气候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西
经 126 度断面是该海域仅有的
两个曾有历史数据的经向断面
之一，美国曾在此断面做过观
测。此次观测获得的新数据对
于研究气候变化有重要意义。

科考队领队、首席科学家杨
惠根说，这是中国南极科考队首
次在西风带和南极绕极流核心海
域开展全深度断面观测，获得的
数据对研究最近几十年南大洋水
团和环流变化有重要参考价值。

“雪龙”号获得南极绕极流核心区域数据

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3月11
日发布的《2017年中国国土绿化状
况公报》显示，我国国土绿化事业取
得了新成绩，2017年全国共完成造
林736.2万公顷，森林抚育830.2万
公顷。

公报称，2017 年全民义务植
树扎实推进，各级领导率先垂范，
尽责形式进一步创新丰富。各地
开展了各类主题突出、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义务植树活动。国土
绿化行动大规模推进，各地组织
开展了一系列绿化宣传，深入广
泛发动，形成全社会参与国土绿
化的浓厚氛围。

同时，林业生态工程稳步实
施。全国国有天然林均纳入了天
然林保护范围，对天保工程外有
天然林资源分布的16个省区市的
部分集体和个人所有商品林实行
停奖政策，基本实现天然林保护政
策全覆盖。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完
成造林18.5万公顷、工程固沙0.7
万公顷。重点推广了“两行一带”

“草方格固沙”“封造结合”等治理模
式，成效显著。

2017 年，我国乡村绿化建设
步伐加快，各地采取多种措施，加
大乡村绿化力度，乡村绿化覆盖
率进一步提高，绿化水平不断提
升，改善了农村地区人居环境。
防沙治沙稳步推进，全国共完成
沙化土地治理面积 221.3 万公
顷。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向纵深发
展，林木种苗、竹藤花卉与森林公
园建设持续向好，森林、草原资源
保护全面加强。

去年全国完成造林
七百三十余万公顷

针对近期发生的“精日”现
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纪念馆、沈阳“九·一八”历史博
物馆于3月10日共同发布声明，
呼吁不断完善相关法律，同时德
法并重，加强抗战历史教育。

联合声明中，三家纪念馆建
议强化文博场馆爱国主义教育

功能，加强历史观教育。倡导文
博场馆在展陈、文物、图书等传
统教育方式之外，加大教育服务
产品的研发。通过仪式性、体验
性、参与性的项目，将爱国主义
与游学、研学相结合，在现场学
习中将爱国变为活化的情感，将
爱国主义变为可实践、能落地的
行动。

声明中提到，文博场馆可利
用不同媒体形式传递正确史实，
引导社会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念，
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营造良好
的网络舆论生态，抵制历史虚无
主义、戏说等各种歪风邪气。打
造新媒体爱国主义教育产品，进
一步普及历史教育。

三家抗战纪念馆倡议加强历史教育

日前，从广西文物保护与考
古研究所传出消息，考古人员在
对隆安娅怀洞遗址进行了3个年
度的连续发掘后，已有一系列重
要发现。除出土1万多件文化遗
物外，还发现了距今约1.6万年前
的墓葬及包括完整头骨在内的人
类化石。

娅怀洞遗址位于隆安县乔建
镇博浪村博浪屯的一座孤山上，
距离隆安县城13公里。正在现场
的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考
古人员余明辉介绍，娅怀洞遗址
于2014年发现，总面积约100多
平方米。发掘从 2015 年 6 月开
始，分为A、B、C、D四个区，发掘
深度近8米。

“对娅怀洞遗址的考古发掘，
已经有了许多重要发现。”余明辉
说，目前这里已经发现了我国罕
见的旧石器时代墓葬，出土了一
个距今约 1.6 万年前的完整人类
头骨化石。这个人类头骨化石是
华南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具
有确切地层层位和可靠测年的完
整头骨化石，具有很高的学术研
究价值。

石制品是此次出土的主要文
化遗物，数量有1万多件，包括打
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其中打制石
制品占绝大多数。石制品种类包
括石锤、石片、断块、工具等。工具
类型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切
割器等。石制品的原料多种多样，
除常见的砂岩、石英岩外，还有在广
西其他史前遗址中很少见到的燧
石、玻璃陨石、水晶等。

隆安县文物管理所所长卢杰
英表示，考古人员在遗址还发现
了2处史前人类用火遗迹以及距
今1.6万年的稻属植硅体，并出土
了种类丰富的动植物遗存。

广西隆安发现1.6万
年前人类头骨化石
及逾万件石制品

智利新任总统塞瓦斯蒂安·
皮涅拉 3月 11日在位于智利第
二大城市瓦尔帕莱索的国民议
会宣誓就职。

智利参议院议长卡洛斯·蒙
特斯主持就职仪式。蒙特斯为
皮涅拉佩戴蓝、白、红三色的总
统绶带，卸任总统巴切莱特将象
征总统权力的奥希金斯五星徽
章交给皮涅拉，完成总统权力交
接。

巴切莱特及其内阁成员离
开国民议会后，皮涅拉签署委任
状，23名新内阁成员随后宣誓就

职。
阿根廷总统马克里、秘鲁总

统库琴斯基、巴西总统特梅尔、
墨西哥总统培尼亚等参加了就
职仪式。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
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马培华
出席了智利总统权力交接仪式。

在去年12月 17日举行的总
统选举中，皮涅拉作为智利中右
翼联盟“智利前进”候选人当选
总统。

皮涅拉是智利最成功的政
治家和企业家之一，曾于 2010
年至2014年担任智利总统。

智利新任总统皮涅拉宣誓就职

在一片反对声中，美国总统
特朗普确认将对进口钢铝产品征
收高关税。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此
举可能引发其他经济体采取报复
措施，或将点燃全球贸易战，损害
仍处于复苏中的全球经济。

从本月23日起，美国将对进
口钢铁产品征收25％关税，对进
口铝产品征收10％关税。欧盟、
巴西、韩国、日本、法国、英国、澳
大利亚等经济体均表示将采取
应对措施。

日本钢铁联盟会长进藤孝
生对此表示“非常遗憾”，他认为
这不仅对日本出口，也将对世界
钢铁贸易产生巨大影响。日本
外务大臣河野太郎当天也发表
讲话说，美国这一措施难免会影
响日美两国经济合作关系，日本
将在充分调查其对日本企业影
响的基础上采取适当政策。

巴西钢铁协会认为，美国政
府无视双方对等原则和世界贸
易组织的规定提出加税措施，这
将会对巴西钢铁和铝行业的出
口分别造成约 30亿美元和 1.44
亿美元的损失。巴西外交部表
示，巴西将在现有双边和多边机
制内寻求保障自身权益。

正在和美国重谈《北美自由
贸易协定》的加拿大和墨西哥将
暂时被豁免，特朗普同时表示其
他经济体也可申请豁免。墨西
哥经济部长伊尔德方索·瓜哈尔
多表示，反对美国将钢铝关税和
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捆绑。他
强调，谈判必须独立进行。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
白云揆称韩国如果不能获得豁
免，则考虑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

申诉。据统计，韩国去年向美国
出口钢铁产品360万吨，是继加
拿大、巴西之后的对美第三大钢
铁出口国。白云揆称，如果这一
政策开始实施，将不可避免地重
创韩国对美钢铁出口。

欧盟委员会主管贸易的委
员塞西莉亚·马尔姆斯特伦在社
交媒体推特上说，欧盟是美国的
亲密盟友，应该被排除在高关税
措施之外。

俄罗斯钢铁协会人士呼吁
国际社会采取联合行动，运用一
切合法可行的手段，严厉谴责美
贸易保护措施。

美国此举在国内也遭到强
烈反对。美国世界贸易咨询公
司的研究显示，新关税虽将保护
美国钢铝业岗位，但将冲击下游
行业就业，相当于“每增加1个工
作岗位就要损失至少5个其他工
作岗位”。美国汽车和汽车配件
制造商协会会长施特韦·汉德舒
认为，新关税将损害汽车零部件
产业以及 87.1 万个该行业直接
创造的工作岗位。

世贸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
警告说，各成员国应规避可能触
发全球贸易壁垒增加的风险。

“一旦我们走上（贸易保护）这条
路，要想折返十分困难。”

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
的研究显示，如果全球爆发小型
贸易战，即关税增加10％，则大
多 数 经 济 体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DP）将减少1％至4.5％，其中
美国GDP将损失 1.3％；如果全
球爆发严重贸易战，即关税增加
40％，则全球经济将重现上世纪
三十年代的大萧条。

美国开征钢铝高关税
或点燃全球贸易战

↑3 月 11 日，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
究所举办公众科普活动日，120名报名参观的公众
近距离一睹“大国重器”风采，这也是“深海勇士”
号4500米载人潜水器首次向公众开放参观。

3 月 10 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李斯特·费伦茨纪念博物馆和
研究中心主任多莫科什·茹然瑙展示一份李斯特乐谱手稿。 19 世纪
匈牙利著名作曲家和钢琴演奏家李斯特·费伦茨的一些乐谱手稿 10
日在李斯特·费伦茨纪念博物馆和研究中心展出，这些手稿此前曾被
认为已经丢失。

←3 月 11 日，游客在重庆市北碚区澄江镇上
马台村赏花踏青。阳春三月，重庆市北碚区澄
江镇上马台村的李花迎来盛花期，2000 余亩李
子花竞相绽放，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踏青
赏花。

为管好集体资产，增加集体积
累，加大社会事业的投入，经镇人
民政府研究，决定对到期的弶港镇
农场方塘河南侧部分到期现状林
地对社会公开发包其承包经营权，
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标的地点：此次招标的林
地位于弶港镇农场方塘河南侧，共
分为七个标段。

二、标的面积、四址范围及有
关要求：

第一标段：面积为 6.75 亩;第
二标段：面积为6.3亩;第三标段：
面积为3.44亩;第四标段：面积为
1.26 亩;第五标段：面积为 1.8 亩;
第六标段：面积为 2.6 亩;第七标
段：面积为3亩。具体四址详见招
标文件。

三、发包期限：发包期为 10
年。

四、报名的有关要求：凡有意
报名参与竞包者需携带个人居民
身份证，缴纳报名资料费50元（该

款不退）。如只有一人报名，可实
行公开议标。

其它要求详见招标文件。
五、报名方式：凡自愿报名者

请于 2018 年 3 月 13 日 9 时起至
2018年3月19日17时前至弶港镇
招投标办公室报名（工作日）。

联系人： 徐女士
联系电话：15161945272
六、竞价时间及地点：另行通

知
七、承包金的缴纳方式：中标

者需在宣布中标三天内和发包方
签订承包合同并一次交清承包期
内所有的承包费及绿化保证金，逾
期作违约处理。如只有一人报名，
可实行公开议标。

八、未尽事宜由本次竞标领导
小组负责解释，报名投标人按解释
执行。

东台市弶港镇天赋农场有限公司
2018年3月13日

招 标 公 告

为了进一步提升东台市弶港
镇人民政府机关的整体形象，现决
定实施弶港镇政府大院内新建美
化墙工程。为择优选定施工单位、
降低工程造价，保证工程质量，现
面向社会公开招标，特公告如下：

一、工程地点：东台市弶港镇
人民政府大院内。

二、工程标准：（见招标文件）
三、报名条件：
1、资格标准：建筑、市政工程

等相应三级以上（含三级）工程施
工资质的单位均可报名，报名时须
提供：①企业法人授权委托书原
件；②法人身份证明书；③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复印件；④资质证书复

印件；⑤安全生产（经营）许可证复
印件；⑥项目经理证书复印件；⑦
法人和委托授权代理人身份证复
印件；⑧开户许可证复印件，所有
的复印件均须加盖单位公章。

报名时一个法人资质缴纳购
买招标文件工本费200元(不退)，
同时缴纳（须是法人或授权委托人
缴纳的）诚信投标保证金 4000
元。缴纳账户：东台市弶港镇财政
所代管资金专户，开户行：农村商
业 银 行 ， 账 号 ：
3209192701201000042474，不接
受现金报名。开标时凭已缴的诚
信投标履约保证金凭证、报名费手
续入场参与投标，手续不全的作弃

权处理。
2、其它要求详见招标文件。
四、报名时间及地点：
报名时间：从 2018年 3月 13

日 9 时起至 2018 年 3 月 19 日 17
时（工作日）。

报名地点：镇政府招投标办公
室

招标时间、地点：另行电话通
知

联 系 人：徐女士
联系电话：15161945272
特此公告

东台市弶港镇人民政府
2018年3月13日

弶港镇政府大院内新建美化墙工程招标公告

近日，宁夏银川市凤凰公园内
的步行道两旁的树干上出现了一
批惟妙惟肖的“树洞画”，画中既有
青蛙、小熊、啄木鸟等栩栩如生的小
动物，也有湖水夕阳、山林小溪等秀
美风光，给来此游玩的市民增添了
许多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