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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福州12月9日电（记者肖
世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张建龙表示，
将着力构建最严格的森林资源保护发展制
度体系，尽快出台“林长制”制度方案，全面
推行“林长制”。

2017年，安徽省在全国率先探索实
施林长制改革，建立起以党政领导责任
制为核心的省市县乡村五级林长体系。
张建龙介绍，目前全国已有21个省（区、
市）探索实行“林长制”，加强森林资源责
任落实，实现了生态得保护，林农得实惠
的“双赢”。

会议披露，我国森林覆盖率已从20
世纪 70年代的 12.7%提高至 2018 年的
22.96%，森林面积达到2.2亿公顷，森林
蓄积175.6亿立方米，成为全球森林资源
增长最多的国家。据测算，我国森林植
被 总 碳 储 量 89.8 亿 吨 ，年 涵 养 水 源
6289.5 亿立方米，年固定土壤 87.48 亿
吨，森林的生态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国家管网公司）9日正式成立。这
是贯彻落实《关于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
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重要一环，是深化油
气体制改革的关键一步。新成立的国家
管网公司，有四大看点备受关注。

【看点一】
为何要成立国家管网公司？

石油天然气是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资源。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了《关于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若
干意见》，明确了我国油气体制改革的思
路和任务。意见强调，改革油气管网运营
机制，提升集约输送和公平服务能力。

国家管网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组
建独立运营的国家管网公司，推动形成
上游油气资源多主体多渠道供应、中间
统一管网高效集输、下游销售市场充分
竞争的“X+1+X”油气市场体系，是深化
油气体制改革和管网运营机制改革的重
要一环。

“我国油气体制改革是包括上中下
游全产业链的改革，基本思路是‘管住中
间，放开两头’，‘中间’则是管网输送环
节。改革‘中间’就是把管道独立出来，
改革的目的是推进管输环节公平开放。”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董秀成认为，如
果“中间”这个环节不改革，就无法真正
落实“两头”市场化的竞争机制。

专家表示，国家管网公司统筹规划
建设运营，有利于减少重复投资，加快管
网建设，提升油气运输能力。对于更好

地保障油气的安全供应、促进油气行业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看点二】
成立国家管网公司

对油气价格有何影响？

价格主要由市场来决定。国家管网
公司有关人士表示，国家管网公司成立
后，可以推动形成上游油气资源多主体
多渠道供应、中间统一管网高效集输、下
游销售市场充分竞争的油气市场体系，
有助于形成市场化油气价格机制，从而
使油价和气价更为合理。

业内人士认为，成立国家管网公司，
统筹规划管网运营和发展，能更加精准
地确定管输价格。国家管网公司的成
立，有助于推进非居民用气价格市场化，
进一步完善居民用气定价机制。

“价格的真正市场化，需要以充分竞
争的产业链结构为基础，国家管网公司
的成立就是要以产业链结构改革为基
础，将为真正的产业链结构性改革吹响
号角。”刘毅军说。

能源关系民生冷暖。成立国家管网
公司后，能否更好地保障民生用气？专
家表示，通过管网的互联互通，可以进一
步提高天然气资源管输调配能力，加强
供气保障。

据悉，国家管网公司成立后，统一负
责全国油气干线管网的建设和运行调度，
形成“全国一张网”，在应急保供下可统一
调度所有互联互通管网，以提高油气管网
安全运行系数和管输保障能力。国家管

网公司还将加快推进互联互通工程、LNG
接收站等基础设施建设，承担部分保供责
任，为保障民生用气发挥积极作用。

【看点三】
国家管网公司如何

做到对用户公平开放？

近年来，我国逐步探索实践油气管
网设施公平开放的实施路径和方式。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油气企业开
放意识不断增强、开放服务逐渐增多、开
放范围持续扩大。”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
人说，但受管网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不
充分、油气管网运营机制不完善等多方
面因素影响，我国油气管网设施开放数
量仍然较少，开放层次相对较低。

今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
源局等部门联合印发了《油气管网设施
公平开放监管办法》，明确要求油气管网
设施运营企业应当公平无歧视地向所有
符合条件的用户提供服务。

业内人士指出，石油天然气管网相当于
是运输石油和天然气的高速公路，需要实现
互联互通和向所有用户公平开放，成立国家
管网公司可以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记者从国家管网公司了解到，新成
立的公司主要从事油气长输管网及其调
峰设施的投资建设、调度运行、公平开放
和油气管输服务，并不参与上游资源和
下游市场的竞争性交易。

油气专家表示，国家管网公司收益
与买卖油气、赚取价差无关，与运送哪家
企业的油气也无关。按照监管办法要

求，国家管网公司必须公平、公正地为所
有用户提供油气管网设施服务。国家管
网公司所有运输服务的用户都处于平等
的地位，按照相同的程序和办法申请使
用管输服务。

【看点四】
是否会推动油气行业
加快走向市场化？

目前，我国油气管网规模与管网发达
国家比较仍有较大增长空间，管道运输能
力也有待提高。对此，专家认为，多主体
投资将加快国内油气管网的建设步伐。

油气专家表示，对整个油气市场来
说，国家管网公司的成立有利于增加油
气市场主体，有利于改进对垄断环节的
监管，有利于优化油气市场结构。

北京世创能源咨询有限公司首席研
究员杨建红认为，管道是优质资产，国家
管网公司成立后，会有更多企业有机会、
有意愿进入管道建设领域。管网改革是
要“去”专用性和专营性，这就需要制定规
则，加强监管。

“组建国家管网公司，是推动油气行
业加快走向市场化的具体举措。”有关专
家认为，更关键的是，国家管网公司如何
在未来的发展中向社会资本开放、怎样
切实优化公司治理，有效发挥牵引作用，
带动油气行业上下游真正走向市场。改
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还需要配套强有力
的细则和监管举措，进一步推升系统性
和全局性。

据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解读国家管网公司四大看点

深化油气体制改革的关键一步

尽快出台方案
全面推行“林长制”

国家林草局：

12月 9日，孩子们参加足
球嘉年华的足球操表演。当
日，浙江省长兴县中心幼儿园
开展了以“快乐运动 快乐足
球”为主题的足球嘉年华活动，
通过足球操表演、脚法大比拼、
足球障碍赛等各种趣味足球游
戏让孩子们与足球零距离接
触，感受运动的快乐，为冬季的
校园增添蓬勃朝。

新华社发

冬季校园开启冬季校园开启
““足球嘉年华足球嘉年华””

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记者温馨）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9日表示，中方对美
国和欧盟一些国家侵犯人权事件感到震
惊，深表关切。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近期，
联合国等机构或组织发布报告和评论，指
出美国和欧盟一些国家存在侵犯人权问
题，包括非法关押大量移民儿童，频繁发生
侵犯儿童权益情形。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中方高度关注联合国有关
报告和评论，对美国和欧盟一些国家侵犯
人权事件感到震惊，深表关切。近来美国
和欧盟一些国家人权状况日益恶化，贫富
分化日益严重，种族歧视、排外等问题变本
加厉。美国还有数以万计的儿童移民被强
行关押，“骨肉分离”政策酿出大量的人间
惨剧。正如联合国人权高专所言，美关押
儿童移民的做法可能构成国际法所禁止的

“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保护人权不应只是挂在嘴上的事，更

不应成为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而应是实
在的负责任的行动。明天是世界人权日，
我们希望美方能够以此为契机，履行人权
承诺，切实保障各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
基本权利，真正为本国和国际人权事业发
展做些实事。”华春莹说。

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齐声）2015
年12月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第二
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
讲，强调网络空间是人类共同的活动空间，
呼吁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引起
与会嘉宾的强烈反响。

2014年11月，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
浙江乌镇举行。这是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
层次最高的互联网大会，也是世界互联网领
域一次盛况空前的高峰会议。此后，每年一
届的世界互联网大会都在乌镇举行。

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提
出了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四项
原则”，即尊重网络主权、维护和平安全、促
进开放合作、构建良好秩序。同时提出了构
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五点主张”，即加快
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打
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促进交流互鉴；
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促进共同繁荣；保
障网络安全，促进有序发展；构建互联网治
理体系，促进公平正义。这“四项原则”和

“五点主张”，成为与会嘉宾凝聚共识、贡献
创见最广阔的平台与基础，为世界互联网治
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大会期间，有关互联网企业、机构组织
签署了一大批合作协议，取得多项成果。
经大会高级别专家咨询委员会提议发表的
《乌镇倡议》，集中反映了有关各方推动网
络空间建设、发展和治理制度创新、管理创
新、技术创新的愿望和责任，进一步增强了
国际社会对加强网络空间互联互通、共享
共治的信心和决心，成为国际互联网发展
和治理领域的重要成果，被誉为“互联网历
史上的里程碑”。

推动构建网络空间
命运共同体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新中国峥嵘岁月新中国峥嵘岁月

对美国和欧盟一些国家
侵犯人权事件感到震惊

外交部：

受遂溪县自然资源局委托，我司定于2019年 12 月25 日上午 10 时（拍卖活动不

因报名者未按时到场而迟延开展）在遂溪县自然资源局七楼会议室公开拍卖如下海域使

用权：

一、拍卖标的
（一）海域使用权：
1、A区位于遂溪县草潭渔港西北19800米处。

（二）出让宗数：3宗、总面积105.677公顷（1585.16亩），详细情况如下：

注：以上面积、具体位置等参数描

述的数据仅供参考，不作为出让人对交

付的承诺和依据，具体以海域使用权不

动产登记管理机构的记载和现场实勘

的数据为准。

（三）用海类型：养殖用海（网箱养

殖）。

（四）海域使用出让期限为6年（自

买受人取得海域使用权不动产权属证

书之日起），海域使用金分两次征收，每

次征收三年的海域使用金总额（分别于

宗海海域使用权竞拍成交之日起15个

工作日内为第一次及竞拍成交之日起

的第三年进行征收），具体征收时间由

出让人与买受人在双方签订的《海域使

用权出让合同》中进行约定。

（五）养殖方式：深水网箱养殖鱼

类。

二、竞买人资格要求：竞买人必须

以合法存续的水产养殖企业作为报名

单位参加竞拍（不接受联合竞买人），参

加竞拍网箱养殖海域的竞买人的法人

主体注册资金不低于500万元。委托代

理人竞买的，参与报名时需要用实际竞

买人名称及证件，并提供符合法律规定

的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明文件。（曾因

违反海域管理相关规定曾受行政处罚

二次或以上的，禁止参与竞拍）

三、竞买保证金：每宗海域使用权

20万元人民币（拍卖成交后竞买保证金

自动转作受让宗海海域使用权的定金，

并用于充抵宗海海域使用金的价款）。

竞买人主体资格不符合本公告规则的，

竞买无效，所交付的竞买保证金不予退

还。

四、拍卖起始价：每年每亩2220元

人民币，每一次增价幅度：每年每亩增

价10元。

五、拍卖成交价：采取增价拍卖的

方式，按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每宗海域

使用权拍卖成交价，该拍卖成交价为每

宗海域使用金净得款金额。办理不动

产产权登记手续依法应交纳的一切税、

费均由竞买人交纳、承担。

六、拍卖佣金：佣金由我司单方向

买受人收取，按拍卖成交总额5%的比

例收取。

七、特别提示：标的物以拍卖当天

资料为准，标的物按现状拍卖，出让人

不承担标的物的瑕疵保证；参与竞买人

应按约定的期限实地看样，参与竞买的

竞买人均视为对竞拍标的物实物现状

的认可。对标的物使用权有异议者，应

于2019年12月19日前向遂溪县自然

资源局提交书面异议申请，逾期提出

的，自行承担不利后果。

注：有意者请于2019年 12 月 23

日下午5 时前持有关证件到遂溪县自

然资源局二楼海域与海岛管理股检验

参拍资质。2019年12月24日下午5时

前将保证金以现金转账方式支付至以

下账户（户名：湛江市恒信拍卖有限公

司，开户行：招商银行湛江分行营业部，

账号：759900304110501，以实际到达

账户时间为准），并于2019年12月24

日下午6 时前携带有效单位及个人资

料、交款凭证原件及其复印件到拍卖公

司办理竞买手续（公司地址：湛江市开

发区龙潮村三区一横一巷15号四楼），

过期无效。看样时间：2019年 12 月

18、19 日，详情请联系：13590026226

（遂溪县自然资源局）、13922093768

（恒信拍卖）。

拍卖公告同时在遂溪县政府网（网

址：WWW.SUIXI.GOV.CN/)进行网上

公示。

湛江市恒信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10日

拍卖公告

（上接A06版）

●遂溪县北坡镇车路头村24号李柳

桥遗失县公安局2013年签发的身份

证，声明作废。

●廉江市雅塘镇合江车村16号刘如

谦遗失廉江市公安局2016年签发的

身份证，声明作废。

●温敏超遗失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

院 2013 年 6月颁发的毕业证书一

本 ， 电 子 注 册 号 ：

127411201306604501，声明作废。

●廉江市石城金沙烟草零售店梁力

强遗失廉江市市场监管局核发的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440881600180282，声明作废。

●廉江市城北运丽便利店罗小丽遗

失廉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19年5

月21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40881MA539NLX4R，声 明 作

废。

●廉江市石城生鲜壹号便利店陈晓

倩遗失廉江市市场监管局2017年

11月28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40881MA512JXF20，声 明 作

废。

●廉江市廉城喜糖婚庆策划中心钟静

怡遗失廉江市市场监管局2017年8月

2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440881MA4X1UB01J，

声明作废。

●廉江市石城婷姐早餐店钟婷遗失

廉江市市场监管局2017年7月17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92440881MA4WU-

JW88N，声明作废。

●廉江市新民镇三甲村下七甲经济

合作社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正本，核

准号：J5912001198201，声明作废。

序号

1

2

3

标的名称

A7宗海

A8宗海

A9宗海

面积（公顷）

36.494

35.671

33.512

所在海域

遂溪县草潭镇

遂溪县草潭镇

遂溪县草潭镇

具体位置
点号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经度
109°34′24.207″

109°34′24.530″

109°34′12.218″

109°34′11.895″

109°34′08.496″

109°34′08.819″

109°33′56.785″

109°33′56.461″

109°33′53.305″

109°33′53.629″

109°33′42.323″

109°33′41.998″

纬度
21°17′47.610″

21°17′14.196″

21°17′14.092″

21°17′47.505″

21°17′47.476″

21°17′14.063″

21°17′13.961″

21°17′47.374″

21°17′47.347″

21°17′13.934″

21°17′13.837″

21°17′47.2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