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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印发《意见》

加强核电标准化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9 日电 近日，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核电标准化工
作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部署
进一步加强我国核电标准化工作。
《意见》明确，到 2019 年，形成自主统
一的、与我国核电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核电
标准体系；到 2022 年，国内自主核电项目
采用自主核电标准的比例大幅提高，我国

核电标准的国际影响力和认可度显著提
升；
到2027 年，
跻身核电标准化强国前列，
在国际核电标准化领域发挥引领作用。
《意见》着眼于解决当前核电标准化
工作中面临的标准体系不完善、实施应用
不理想、国际认可度和影响力不够等突出
问题，提出了五类共 11 项重点任务：一是
优化完善核电标准体系。加快推进核岛

机械设备标准技术路线统一，加强标准制
修订工作，建立能源行业核电标准动态管
理机制，提高标准质量。二是推动核电标
准广泛应用。完善与核安全相关标准的
认可制度，优化实施反馈机制，实现标准
实施－反馈－提升的良性循环。三是扩
大核电标准国际影响。推动与核电贸易
国建立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加强与核电

美国

或对俄采取更严厉制裁

强国的标准技术交流与合作，推动标准互
认、标准共建及技术交流等合作。四是强
化核电标准能力建设。建立核电标准信
息化工作平台，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支撑
核电标准长远发展。五是提升标准自主
创新水平。全面开展标准化科研，加强科
研成果转化，适时将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为
标准。

7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1%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9 日电 国家统
计局 9 日发布数据，7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2.1%，涨幅比上
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
同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当月，食品烟

酒 价 格 同 比 上 涨 1% ，影 响 CPI 上 涨 约
0.31 个 百 分 点 。 其 中 ，蛋 类 价 格 上 涨
11.7% ，禽 肉 类 价 格 上 涨 6.6% ，鲜 菜 价
格上涨 3.8%，畜肉类价格下降 4.9%（猪
肉 价 格 下 降 9.6%），食 用 油 价 格 下 降
0.7%。

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其中，
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居住价格分别上
涨 4.6%、3%和 2.4%，教育文化和娱乐、生
活 用 品 及 服 务 价 格 分 别 上 涨 2.3% 和
1.6%，衣着、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均上涨
1.2%。

从环比看，CPI 上涨 0.3%，主要受非
食品价格上涨影响。
当日发布的数据还显示，7 月份，全
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
上涨 4.6%，涨幅比上月回落 0.1 个百分
点。

据新华社华盛顿８月 9 日电 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近
日表示，美方认定俄罗斯联邦政府在俄前特工中毒事件中
违反国际法，决定对俄实施制裁，并将视情况决定是否对俄
采取更为严厉制裁措施。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当天发表声明说，俄罗斯前
情报人员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及其女儿在英国遭神经毒剂
袭击，美方认定俄罗斯联邦政府违反国际法使用生化武器
或对其国民使用了致命生化武器。
在有关美国决定对俄罗斯制裁的电话吹风会上，多名
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表示，本轮制裁中，一切涉及国家安全
的敏感商品和技术，都将被禁止对俄出口。

沙特

与加拿大外交风波无法调解
据新华社利雅得８月 9 日电 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朱
拜尔近日说，沙特与加拿大之间的外交风波没有调解余地，
沙特正考虑对加采取进一步措施。
朱拜尔在当天于利雅得举行的记者会上说：
“加拿大犯
下了严重错误，这个错误应该被纠正。渥太华知道应该如
何去做以改正错误。”他还说，此事没有调解余地。沙特正
在考虑对加拿大采取进一步措施。
加拿大外交部３日在社交媒体“推特”发文，对沙特此
前逮捕
“维权人士”表达
“严重忧虑”
“
，敦促沙特当局立即释
放”这些人。

以色列

在加沙地带边界加强戒备

绿色发展的
沿江企业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８月 9 日电 以色列国防军近日发
表声明说，以军已经在以色列与加沙地带边界加强戒备，以
确保以色列平民的安全。
声明表示，鉴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
声明以及目前哈马斯武装人员的行动，以军加强了在加沙
地带边界的军事戒备。同时，以军关闭了以色列南部通往
加沙地带边界的数条公路。
以军当天还发表声明说，正在以色列与加沙地带北部
边界附近修建
“防护墙”的一辆工程车遭到来自加沙地带的
火力攻击，车辆被击中受损，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
应，以军出动坦克炮轰了加沙地带北部哈马斯的一个据点。
事发后，哈马斯发言人法齐·巴尔胡姆发表声明说，以
色列必须承担使局势升级的后果，必须为炮轰“抵抗者”付
出代价。

8 月 9 日，在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新能源汽车总装生
产线上，工人在安装一辆新能源纯电动
车。
作为长江经济带中承东启西、承上启
下的重要节点，安徽省围绕调结构、优布
局、强产业全链条，立足沿江产业基础和
比较优势，转型升级，
绿色发展。
据新华社

“十区”
之：咸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一座城——横沟科学城
以宜人、生态和创新、服务为理念，以高新技术及相关产业
为基础，以创新服务为特色，将规划区建设成融研发、服务、生
产、居住、游憩为一体的多元复合城市地区、适宜生产和创业的
科技产业园区、体现生态和宜居特色的复合新城。
咸宁主城副中心和新的增长极 科学创新新城 高新区综
合服务中心 新型城镇化引领地

功能分区规划
咸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位于“一
城十区”总体城市空间的东部，是咸宁
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经济支撑空间。
依托国家级高新区用地，进一步向外
拓展二期、三期产业空间，通过托管横
沟桥镇全域，全面强化高新区产业功
能，完善配套职能，结合横沟镇域外围
丰富的自然山水和良好的农业生产条
件，通过实施“产城融合、乡村振兴”的
措施，使其建设成为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生态、生产、生活”三生空间和
谐有序的现代新型一体化产业新区、
城市新型城镇化建设前沿示范区和城
市副中心。
控制区域及规模：规划范围为横
沟桥镇镇域及高新区一、二期用地，总
用地面积约为 145 平方公里
功能定位：咸宁市城市副中心、高
新产业示范区、创新产业聚集区、产城
一体示范区
主导产业：先进装备制造、军民融
合产业、生命健康产业、高新技术综合
产业、
金融信息产业、
光电子信息产业
发展模式：乡村振兴、
产城融合

“一城十区”系列解读 ⑧
主办：咸宁市城乡规划局

土地利用规划

新城服务区
以居住功能为主，按区级标准配套行政办公、
教育医疗、文化体育及综合商贸服务等公共服务
设施，重点配套完善公益性服务设施，如中小学、
体育场馆、医院、文化场地以及公园绿地等，引导
农村居民进城，共享城市资源。为进一步突出产
城融合思想，在新城安排企业总部及科技服务功
能用地，在提升新城品质的同时，通过总部经济及
科技服务，利用科技成果转化及科技服务推广，建
设新型一体化产业新区。

“一瓶水”——食品饮料产业
近年来，
咸宁高新区深入实施
“创新驱动、
绿
色崛起”
战略，
围绕与武汉城市圈的对接，
对接光
谷生物城生命健康产业资源，
引导生命健康产业
创新成果在园区转移转化，
聚焦绿色食品、生物
制药、
现代中药、
医疗器械等领域，
推动生命健康
产业园专业化、
高端化、
持续性发展，
打造全国有
影响力、
配套完善的生命健康产业基地。
目前园区已集聚食品饮料类规上企业 11
家，
分别是红牛饮料、今麦郎饮品、奥瑞金饮料、
黄鹤楼酒业、八月花食品、好吃佬食品、荣恩堂
酒业、联合水务、思源供水、欣和生物、捷通（安

利 XS 饮料）食品；已形成集生产、包装、印刷等
上下游配套的完整产业集群。储备了一批在谈
项目。特别是引进华彬快消品总部项目，将进
一步巩固我市饮料产业在全国的龙头地位。
未来，
咸宁高新区将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
以食品健康产业为宗旨，依托红牛、今麦郎、捷
通安利 XS 饮料、奥瑞金等龙头企业，进一步完
善食品产业链条，结合本地茶、桂花、农产品等
资源条件，
建设功能性饮料、茶饮、果饮、瓶装饮
用水等多类型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健康食品饮料
产业体系，
建设全国重要的饮料产业基地。

产城融合区
除传统厂房建设外，鼓
励企业进行研发性建设，打
造创新产业基地，在彰显现
代科技水平的同时，展现现
代工业文明魅力。重点发
展创新科技产业及现代高
新技术产业。

科教研发区
依托职教园的发展和教学转型，结
合咸宁产业发展实际，采取与企业联合
办学的措施，充分发挥职教集团技术和
人才优势，强化产学研一体化建设，推
进科技成果转化，强化专有技术人员培
养，为咸宁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提
供技术和人才支撑，为未来咸宁产业现
代化建设提供创新动能支持。

“一辆车”——新能源汽车产业
咸宁大力推进产业转型，依托咸宁资源
优势，发展绿色环保产业。目前园区内新能源
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已投产企业共有 10 家，
包括
三环方向机、北辰转向、合加新能源、祥天空气
能、瑞琦环保、世丰汽车内饰、驰派达、凯创机
械、喜玛拉雅、泓硕电子等，今年以来，市委市
政府依托高新区新能源汽车基础，
在全市推广
“一辆车”工程，先后与富临集团、四川野马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四川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合作协议和采购协议，
同时大力引入辉翔电路
板、京能充电桩、喜马拉雅氢能源电池、故联汽

车自动化配件等产业链条项目，全面推进咸
宁新能源汽车基地建设和城市交通结构转
变，推广绿色出行，建设生态咸宁。
野马汽车咸宁新能源生产基地总投资 21
亿元，将落户于高新区三期，总占地面积近
1000 亩，将建成自动化整车四大工艺生产线、
检测线，以及研发试验中心、三电系统配套园
等设施，具备年产能 10 万辆的整车生产能
力。作为野马汽车的第四个生产基地，将为
咸宁新能源汽车生产和产业链延伸发展提供
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