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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7日袁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
县石栏镇子腊村举行苗年活动袁苗族同胞按照苗族
传统习俗打苗鼓尧唱苗歌尧打糍粑尧摆长桌宴等袁热
热闹闹共享幸福生活遥 2017年袁该村退出湖南省贫
困村名单遥图为苗族同胞在打苗鼓遥 龙恩泽摄

中科院十项先导专项获验收
发射野墨子冶野悟空冶野实践十号冶野慧眼冶等系列

科学实验卫星袁自主构建光量子计算机袁通过干细
胞技术帮助卵巢早衰患者迎来生育的希望之光
噎噎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自 2010年启
动实施以来袁取得多项世界领先成果袁逐步形成集
群优势遥 7年来袁中科院共启动实施了 17项 A类尧
24项 B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袁目前已有 10项通
过结题验收遥

据了解袁A 类先导专项侧重于突破战略高技
术尧重大公益性关键核心科技问题袁促进技术变革
和新兴产业的形成发展遥 B类先导专项侧重于瞄准
新科技革命可能发生的方向袁取得世界领先水平的
引领原创成果袁占据未来科学技术制高点袁并形成
集群优势遥 董瑞丰

上海机场首推“行李大使”服务
临近春节袁浦东机场在国内首推野行李大使冶服

务遥旅客会发现行李转盘旁多了身着统一制服的工
作人员遥这些工作人员会主动将行李转盘上的行李
整齐划一地排成一列袁帮助旅客更加便捷地找到和
提取行李遥

航班进港高峰期袁大批行李集中传送至到达大
厅的行李转盘袁 箱包容易无序堆叠和挤压碰撞袁旅
客辨识和查找行李有诸多不便袁野撞箱冶和野错拿冶行
李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袁旅客在提取行李时往往花费
大量时间遥

这些野行李大使冶们会提前整理和排列好转盘
上的行李袁 大大减少了因行李堆叠造成的转盘拥
堵袁提高了转盘使用效率袁节约了旅客等待时间遥

沈文敏

当地时间 2 月
6日袁俄罗斯宇航员
Alexander Misurkin尧
Anton Shkaplerov 在
国际空间站星辰号
服务舱外安装通信
天线遥 当天袁两位宇
航员以 8小时 12分
打破俄罗斯人最长
太空行走记录 袁此
前袁俄罗斯宇航员最
长记录为 13 年 12
月创下的 7小时 29
分钟遥 单芳

2月 7日袁 国家质检总局尧国
家标准委批准发布了 291 项国家
标准袁其中袁烟花爆竹尧快递包装尧
化妆品等一系列标准的发布袁将有
助于让民众在春节期间平安过年尧
放心购物尧绿色消费遥

规范烟花促安全
在国家标准委发布的一系列

野新国标冶中袁有关烟花爆竹的 5项
标准格外引人注目遥 据了解袁中国
目前的烟花爆竹共有 9大类尧2000
多个品种袁一直以来袁都没有统一
的规格描述和命名袁造成了行业混
乱现象遥

这次发布的标准对烟花爆竹
规格与命名进行了统一界定袁明
确了烟花爆竹产品命名应包括产
品类别尧级别等必要信息遥 野通过
标准制定袁 简单明了地告诉消费
者产品性能袁 指导消费者正确选
购袁 不仅促进了烟花爆竹安全消
费袁 也降低了产品质量监管成
本遥 冶湖南烟花爆竹产品安全质量
监督检测中心工作人员杨林对本
报记者表示遥

新国标还对烟花爆竹生产环
节的原料规格尧技术标准等作出了
大量规定遥 比如袁高氯酸钾是 90%
以上的烟花爆竹不可缺少的制作
成分袁 新国标规定了使用分级尧技
术要求等袁从而解除多年来由此引
发的质量安全隐患遥

购买年货更放心
野最近购年货袁 买了几件化妆

品遥 冶2月 1日袁有微博网友在网上
晒出自己的网购野战利品冶遥春节临
近袁化妆品销量激增袁成为消费者
春节购置年货的热门之选遥

然而袁近年来袁消费者在购买
化妆品过程中收到次品的概率也
在不断上升遥 2月 7日袁有关部门
还发布了关于 80批次染发类化妆
品不合格的通告遥

事实上袁不止化妆品袁许多春
节期间热销的产品都存在质量不
合格情况遥 比如袁近年来较热的地
采暖实木地板遥由于目前还没有适
合的采暖用实木地板行业标准和
国家标准袁近年来许多地采暖用实
木地板经常出现开裂尧划蹭尧脱落
等问题袁由此引发的争议和纠纷频
繁出现遥

针对这些情况袁国家标准委制
定了有关化妆品尧 采暖用实木地
板尧厨房油污清洁剂等一系列技术
标准袁 以保障消费者温暖过年尧放
心购物尧健康消费遥

比如袁为保障化妆品消费者健
康袁国家标准委此次发布了 6项化
妆品类国家标准袁规定了不同类型
化妆品产品的技术指标及试验方
法等袁这些都将对进一步提升中国
化妆品质量发挥重要作用遥

电商消费更野绿色冶

春节临近袁 各大电商平台纷
纷布局节前最后一波购物狂欢袁
消费者的购物单也被拉得越来越
长遥 然而袁电商消费狂欢背后也有
不为认知的一面袁 那就是数以千
万吨计的电商垃圾遥 根据现有统
计袁 中国快递包装一年所用的瓦
楞纸箱原纸约为 5000 万吨袁相当
于消耗了 46.3个小兴安岭的林业
规模遥

野现有快递包装存在过度包
装尧资源浪费尧有害物质超标尧白色
污染等问题袁而原有快递封装标准
未涉及环保内容袁难以指导企业有
效开展耶绿色包装爷生产和检测等
工作遥 冶邮政科学研究规划院检测
中心常务副主任把宁对本报记者
表示遥

对此袁国家标准委新修订发布
的叶快递封装用品曳系列国家标准袁
根据减量化尧绿色化尧可循环要求袁
对原有标准相关内容进行了补充
完善袁以践行野绿色消费冶理念遥

比如袁新标准降低了塑料薄膜
类快递包装袋的厚度要求袁要求快
递包装袋宜采用生物降解塑料袁增
加了重金属与特定物质限量要求袁
补充完善了重复使用要求和印刷
要求等遥

野新标准倡导耶绿色包装爷袁既
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袁
又将对促进快递业健康发展发挥
重要作用遥 冶把宁说遥 卢泽华

为深入实施旅游野厕所革命冶袁安
徽省今年全面推行旅游厕所所长制
度袁建立省尧市尧县尧乡镇尧村尧旅游经
营接待单位六级负责的旅游厕所建
设和管理责任制袁确保旅游野厕所革
命冶的目标任务落实到人遥

安徽省近年来把野厕所革命冶作
为加强各类软硬件建设的头号工
程袁并启动旅游野厕所革命冶新三年
渊2018要2020冤计划袁力争 3 年建设
3000座 A级旅游厕所遥 今年袁 全省
将新建尧改扩建旅游厕所 1000 座以
上袁推动皖南地区 3A级以上旅游景

区厕所全部达标尧皖北地区 4A 级旅
游景区厕所全部达标袁 推动国家和
省级旅游度假区尧 市县旅游集散中
心等重点场所第三卫生间尧 母婴设
施建设全覆盖遥 对过去 3年新建尧改
扩建的旅游厕所袁 安徽省将进行定
位尧贴标志遥

据悉袁 安徽省自 2015年 4月启
动实施第一个旅游野厕所革命冶三年
行动计划袁3年新建尧改扩建旅游厕所
2800座袁超过原定计划的 40%袁全省
2A级以上标准旅游厕所比例由 46%
增加到 67%遥 孙振

平安过大年 放心买年货 网购更“绿色”

“新国标”护航春节消费

遗失声明
绎瑞金市气象万千防雷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法

人章壹枚遗失袁 法定代表人: 刘惟春 (身份证号:
362102196804240018)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公安局核发的户主张丽 (身份证 :
360781199709265540冤户口簿遗失袁户主院张丽遥 成
员院张传文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正味酒楼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正本袁注册号院360781600236507袁特此声明遥

绎联兴摩托车经销部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袁
证号院36210219761103002701袁特此声明遥

绎联兴摩托车经销部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袁
证号院36210219761103002701袁特此声明遥

绎壬田镇柏坑村甘田小组张毛仔持有的林权
证 遗 失 袁 林 权 证 号 院0362134080713MDYM鄄
SY00006袁地名院婆婆庙袁声明作废遥

绎 瑞 金 市 公 安 局 签 发 的 第
360781198405240032号渊兰民民冤身份证遗失袁特
此声明遥

绎隆盛石膏装饰建材经营部遗失通用手工发
票壹本袁发票代码:21533 136071015331,发票起止
号码:01510601-01510625,特此声明作废遥

绎 瑞 金 市 公 安 局 签 发 的 第
360781198802180029号渊钟恬冤身份证遗失袁特此
声明遥

绎 野中国共产党瑞金市象湖镇南岗村支部委
员会冶公章壹枚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安徽推行旅游厕所“所长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