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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绿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号：91410400678088747L）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债务人于见
报之日起45日内到公司申请登记。

特此公告
平顶山市绿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2月13日

注销公告

河南平高电气销售有限责任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400719179929B）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债务人
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到公司申请登记。

特此公告
河南平高电气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2月13日

注销公告

谷朋飞，因你长时间无故离岗没有
正常上班且不与公司联系，严重违反了
公司的相关规定，请在本通知见报之日
起一周内，到公司办理相关手续。逾期
不到，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处理。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河南平顶山销售分公司

2018年2月13日

公 告

据新华社西昌2月 12日电 2 月 12
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
号乙运载火箭（及远征一号上面级），成
功发射第五、第六颗北斗三号全球组网
卫星。

这是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的第三
次发射，也是农历鸡年中国航天的“收官
之战”。

“至此，我国所有的北斗卫星都是
从 西 昌 飞 向 太 空 的 ，成 功 率 达 到 了
100%。”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党委书记董
重庆说。

组建于 1970 年 12 月的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主要承担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等
航天发射任务，是我国发射卫星最多、发
射轨道最高的航天发射场。

经过3个多小时飞行后，卫星进入预
定轨道。据介绍，后续将进行集成测试
与试验评估，并与此前发射的四颗北斗
三号卫星进行组网运行。

根据计划，2018 年年底前后将发射
18颗北斗三号卫星。而这18颗卫星将全
部由长征三号甲系列来发射完成。

这两颗卫星属于中圆地球轨道卫
星。据了解，北斗卫星导航星座由中圆轨
道卫星、倾斜地球轨道卫星和地球静止轨
道卫星组成，这些轨道都属于中高轨道。

目前，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是发射
中高轨道卫星次数最多，成功率最高的
火箭。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三号甲系
列火箭总指挥岑拯说，长三甲系列火箭
今年 14 次发射任务有 8 次将是以“一箭
双星”的方式发射北斗三号卫星。

2010年，新一代适于直接入轨“一箭
多星”发射的导航卫星专用平台研发成
功。据北斗三号卫星总设计师王平介
绍，平台具有轻量化程度高、易于安装和
拆卸、结构通用性组合性好，可根据不同
构型随意组合，特别适于一箭多星发射
的特点。

这次发射任务临近春节，但工程全
线数千名参研参试人员聚精会神扎根任
务一线，通过大团结大协作，实现发射任
务圆满成功。

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267 次
飞行。

我国“一箭双星”成功发射
两颗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

2月 12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及远征一号上面
级），成功发射第五、第六颗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平昌2月12日电 在25日举行的平
昌冬奥会闭幕式上，作为2022年冬奥会东道主的
北京将奉献 8分钟文艺表演。12日，演出设备全
部运抵平昌，在采用大量高科技设备的情况下，
当地的低温和大风是目前工作人员比较担心的
问题。

平昌当日寒风刺骨，气温只有零下 14 摄氏
度，风速为每秒 10 米，而体感温度更是低至零下
24 摄氏度。当天共有 12 辆载有“北京 8 分钟”演
出设备的卡车抵达开闭幕式举办地——平昌奥
林匹克体育场。

据“北京8分钟”表演团队演出协调部部长张
树荣介绍，演出设备在1月20日和21日分别从天
津港和青岛港通过海运先期运到韩国原州，在 2
月 9 日平昌冬奥会开幕式之后，团队成员迅速腾
出体育场仓库，为“北京8分钟”做准备。

“这次张艺谋导演率领整个团队打破了以往
的人海战术。大家已经看到，平昌冬奥会开幕式
搞得很炫，我们这次也进行了充分准备，运用大
量高科技，但这也意味着风险非常大。而我们排
练、调试、合练的时间非常短。”张树荣说。

据他介绍，这次的演出设备中不但包括电
池、充电宝等运输危险品，还有 LED 显示屏这样
的易碎品。“在运输过程中，我们为了保证安全，
专门为电池做了一个特殊包装。而且一旦设备
出问题，比如LED屏裂了，那就无法保障表演了，
所以我们还保证一定的备份。细节决定成败。”

此前，“北京 8 分钟”在北京昌平进行了几个
月的排练，为了尽可能贴近实战，在昌平排练的
场地全部按照11模拟实际场地布置，包括观众
席的高度、舞台的尺寸以及通道的材料等。

据悉，“北京 8 分钟”团队目前在韩国平昌前
方共有技术团队、制作团队以及导演团队60多人，
他们将抓紧进行设备调试。大部队将于17日（大
年初二）抵达平昌。所有设备调试好以后，“北京8
分钟”表演团队将于18日进行第一次独立彩排，21
日和23日将与韩国方面的闭幕式进行联合彩排，
25日的正式演出将开启冬奥会北京周期。

这次演出的高科技设备需要无线遥控，而韩
国的重大活动是屏蔽无线的，不过演出团队已经
向韩国方面报备，目前这方面不存在问题。但张
树荣坦言，最令团队担心的还是平昌的天气。

他说，平昌是滑雪胜地，到5月以后天气才会转暖。平昌每年2月25
日前后的平均气温在零下14至零下23摄氏度之间，风速在每秒1米至14
米之间。

“我们已经在国内做了抗风抗冻试验，但闭幕式举办地为五边形露天
体育场，场内有两个通道，实际上是两个风口，风从这里进来会有反射，对
我们的无线遥控有一定影响，但我对我们的高科技产品是有信心的。”张
树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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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2月 12日电
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文化
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

“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近日
作出部署，2月上旬至4月下旬进
一步开展针对网络直播平台传播
低俗色情暴力等违法有害信息和
儿童“邪典”动漫游戏视频的集中
整治行动。

一段时间以来，网络直播中
低俗媚俗、斗富炫富、调侃恶搞、
价值导向偏差等问题比较突出。
境外一些所谓儿童“邪典”动漫游
戏视频在境内传播扩散，严重危
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相关部门

将组织开展全面清查，对未获得相关
直播服务资质的直播平台和频道，依
法予以取缔；对具备运营资质、传播
违法违规和不良内容的，责令删除相
关内容，问题突出的直播频道和直播
间，立即下线整改。对违法违规情节
严重的互联网站，依法予以关闭；涉
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组织
对隐患问题多、用户数量大的网络直
播、动漫、游戏、视频企业，分类别进
行约谈警示，督促落实主体把关责
任，展现新气象、传播正能量。

春节前，多部门依法查处、集中
曝光一批违法违规典型案件和主体
责任落实不到位的互联网企业。

开展网络直播违法违规行为和儿童
“邪典”动漫游戏视频集中整治行动

中宣部等部委重拳出击净化网络

2 月 10 日，在阿根廷布宜诺
斯艾利斯举行的中国春节庙会
上，观众观看舞龙。

10日至11日，在布宜诺斯艾
利斯国家公园广场——中国春节
庙会现场人头攒动，上万人参
与。春节庙会是布宜诺斯艾利斯
市政府和中国驻阿根廷使馆合作

举办的阿根廷“欢乐春节”系列活动
的一部分，是除中国本土之外规模最
大的海外春节庆祝活动，已拓展至文
艺演出、文化集市、民俗展示和焰火
表演等多个方面，被市政府列入“布
宜诺斯艾利斯庆典”系列活动，成为
阿根廷本土知名文化庆典品牌。

新华社发

中国春节庙会成阿根廷首都“新节日”

（上接第一版）
指挥大厅内，基地官兵正在紧张有

序地忙碌着，习近平很关心北斗三号卫
星发射任务准备情况，特意来到这里看
望大家。看到习主席到来，大家非常激
动，全体起立，报以热烈掌声。习近平同
工位上的官兵一一握手，同科技人员亲
切交谈，详细询问每名同志的科研工作
和生活情况。听到大家扎根山沟、献身
航天，取得多项发明专利，习近平露出赞
许的目光。习近平了解了卫星发射准备
工作，叮嘱大家保持精益求精的工作作
风，确保万无一失。

春节将至，习近平对基层官兵十分
牵挂，他专门通过视频慰问了部队，向官
兵及其家人致以新春祝福。海水拍打着
礁石，溅起浪花朵朵。习近平同西沙某
测控点官兵通话，海岛环境能不能适应，
过年准备得怎么样……习近平问得很具
体。得知岛上驻防条件比较完善，春节

期间安排了包饺子、卡拉 OK、棋牌和球
类比赛，习近平很高兴，叮嘱要安排好节
日期间战士们的生活，让大家过一个欢
乐祥和的春节。滨海某发射测试站椰
风习习，部队官兵精神抖擞在发射塔架
下列队集结，通过视频向习主席拜年。
习近平向他们表示感谢，勉励他们牢记
肩负使命，锐意改革创新，争取更大成
绩。

离开指挥大厅，习近平来到一处技
术厂房，通过展板详细了解基地发展历
程情况，对基地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的
重要贡献给予充分肯定。习近平亲切
接见基地所属有关部队副团级以上干
部，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要
强化使命担当，坚定航天报国志向，坚
定航天强国信念，弘扬“两弹一星”精
神、航天精神，创造更多中国奇迹。要
强化打赢本领，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
深化战法训法研究探索，提升航天发射

和作战能力，融入全军联合作战体系，
为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建设航天强国提
供坚实支撑。要强化改革创新，加快推
进转型发展，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
力，加强核心关键技术攻关，保持国际
竞争主动权。要强化政治保证，加强思
想政治建设，抓好各级党组织建设，做
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全面从严教育管
理部队，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
绝对可靠。

12 日，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以雷霆
万钧之势拔地而起，将北斗三号卫星成
功发射到浩瀚太空。基地官兵牢记习主
席嘱托，实现了筑梦九天的又一次胜利
进军，向祖国和人民送上了一份特殊的
新春祝福。

12 日下午，习近平在成都亲切接见
了驻蓉部队师以上领导干部和建制团单
位主官，同大家合影留念。

张又侠等参加活动。

习近平春节前夕视察看望驻四川部队某基地官兵

（上接第一版）打造休闲创意农
业、工业旅游休闲项目，建设多功
能的城市文化公园、文化街区和
社区文化广场。目前，宝丰文化
一日游正式启动，尧山大佛、叶县
县衙、郏县三苏园、宝丰赵庄魔术
大观园等基础设施日益完善，辐
射带动效应逐步显现。

同时，我市推荐平顶山凌云
大香山国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豫西行政干部学校旧址（宝丰杨
家大院）红色文化保护开发项目
等争取国家文化产业资金支持；
平顶山新灵魂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的文化传播与艺术教育融合发展
基地项目、河南尧神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的鲁山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
销售中心项目等获得省级扶持资
金。

“下一步，我市将以文化创新和
文化融合为切入点，以重点文化产业
园区和重点文化企业发展为抓手，重
点推进十大文化产业项目建设，着力
打造一批精品工程，推进文化产业发
展，为晋位次争上游走前列、综合实
力重返全省第一方阵提供更有力的
文化支撑。”市文改办有关负责人说。

（本报记者 孙聪利）

文化馨香沁鹰城

新华社上海2月12日电 结束了上周
连跌的势头，12 日大盘缩量上涨，沪深两
市个股全线飘红。“中小创”强势上涨逾
3%，表现好于大盘股。

当日，上证综指以 3128.37 点开盘，全
天小幅震荡走高，最终收报 3154.13 点，较
前一交易日涨24.28点，涨幅为0.78%。

深证成指收报 10291.88 点，涨 290.65
点，涨幅为2.91%。

“中小创”涨幅较大。创业板指数收报
1648.07 点，涨幅为 3.49%。中小板指数涨
3.44%，收盘报7029.77点。

沪深两市个股全线飘红，上涨品种达
3053只，下跌品种仅171只。不计算ST股
和未股改股，两市约80只个股涨停。

从板块概念来看，重磅新药、芯片概
念、机器视觉涨幅居前，涨幅均逾4%；天津
国资、银行、能源加工跌幅居前，前两板块
跌幅逾1%。

“中小创”涨幅逾3%

沪深两市全线上涨

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2 月 10 日
18时许，香港新界大埔公路发生重大交
通事故，一辆公交双层巴士失事侧翻，造
成19人死亡、60多人受伤。香港特别行

政区政府迅速采取应急措施予以处置。
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第一时间了解有
关伤亡和救助情况，指示中央政府驻香港联

络办负责人向林郑月娥行政长官转达他对此
次事故遇难者的哀悼、对遇难者家属及受伤
者的亲切慰问，并要求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全力做好遇难者善后、受伤者救治及其家属

抚慰等工作。习近平还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
府及时开展有关应急处置工作予以肯定。

李克强、张德江也请中央政府驻香港联
络办转达哀悼和慰问。

李克强张德江也表示哀悼和慰问

香港新界大埔公路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习近平向遇难者表示哀悼、
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者表示慰问

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2月12日就俄罗斯客机坠毁事件
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惊悉贵
国一架客机坠毁，造成全体乘客和机
组人员不幸遇难。我谨代表中国政
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
对所有遇难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向遇

难者家属表示深切的同情和诚挚的慰
问。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就此向俄
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致慰问电。

又讯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网站12日凌
晨发布新闻公告说，11日下午在莫斯科州
坠毁的安-148客机上载有两名外国乘客，
分别是瑞士籍和阿塞拜疆籍。

另据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领事部向俄
紧急情况部了解，目前从失事客机的乘客
名单来看，该飞机上应没有中国乘客。

安-148客机失事后，俄总统普京向遇
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并要求有关部门做好
搜救和善后工作。

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已对此次空难进行
刑事立案侦查，委员会主席巴斯特雷金表

示，坠机现场搜寻和侦查工作将不间断进
行，持续数昼夜时间。

这架失事飞机属于俄罗斯萨拉托夫航
空公司，11 日下午计划从莫斯科飞往俄西
南部城市奥尔斯克，客机起飞后不久在莫斯
科市东南方向距机场约35公里的斯捷潘诺
夫斯科耶村附近坠毁。机上 6 名机组人员
和65名乘客全部遇难。

就俄罗斯客机坠毁事件

习近平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慰问电

据新华社拉姆安拉2月12日电 巴勒
斯坦卫生部12日宣布，由于医院清洁工人
持续罢工，加沙地带医疗机构手术室已陷
入瘫痪状态。

记者从加沙地带卫生部门了解到，由
于连续数月未领到工资，来自加沙地带13
家医院、51家初级保健中心和卫生部下属
22个机构的清洁工人从11日开始罢工，导
致这些医疗机构内的污染物堆积无人清
理，200台手术不得不因此推迟。

据悉，加沙地带 800 多名巴卫生部医
疗机构的清洁工人已连续5个月无法领到
工资。

自 2007 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实施严
密封锁以来，当地物资极度匮乏，经济状况
日益恶化，人民生活困难不堪。加沙地带
工商会最新数据显示，加沙地带贫困率高
达65%，失业率达46%。

加沙地带手术室瘫痪

医院清洁工人罢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