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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牡丹江市林海水库工程是以城市供水为主，
结合防洪和灌溉，兼顾发电等综合利用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
供水范围为牡丹江市市区、海林市市区，灌区范围包括新安灌
区、旧街灌区、海林灌区及海南灌区，工程重点治理海浪河干流
堤防总长 11.73km，建设水电站 1座。工程主要包括林海水库、
团结取水枢纽、输水管线工程等 3部分。其中：林海水库拟选
坝址位于长汀至太平沟林场公路 34km处，距离大海林林业局
青坪经营所约 4km，总库容 1.87× 108m3，工程规模为大（2）型，
工程等别为Ⅱ等，年补水量 9166× 104m3，灌溉面积 15.37万亩，
电站装机容量 22MW、多年平均发电量 6290× 104kw·h；团
结取水枢纽拟选坝址位于长汀镇河北村富源屯附近，总
库容 310× 104m3，工程规模为小（1）型，工程等别为Ⅲ等，年引
水量＜3× 108m3；输水管线工程线路全长 60.205km，取水口设
在团结取水枢纽左岸，管线沿海浪河向东敷设至牡丹江市交水
阀室,敷设海林支线长 2.0km。工程总投资 354444.96万元，建
设工期 4年。工程永久征地总面积 15054.90亩，临时占地总面
积 5502.44亩。库区淹没影响需搬迁居民 597户 1658人，输水

管线工程建设需搬迁 15户 42人。库区淹没影响兴农林场场部
设施、小型水利水电设施、企业、卫生所、交通设施、输变电设
施、电信设施、文物古迹及坟墓等。

二、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1．该项目建设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
2．该项目建设对当地社会稳定有何主要风险；
3．对该项目建设的态度；
4．对该项目建设的意见、建议，以及其它相关要求。
三、公示时间
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十日内。
四、公示发布单位
黑龙江省工程咨询评审中心
联 系 人：滕先生 王先生
联系电话：0451-82629436
电子邮箱：hljspszx@163.com

黑龙江省工程咨询评审中心
2016年12月27日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海水库工程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公示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发改投资〔2012〕2492号），
现将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海水库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进行公示，征求公众对该建设项目的意见。

序号 评审内容 评审标准 标准分
1 申报企业 投资能力 根据企业提供的有法律效力的投资能力佐证材料，对其投资能力进行综合评价。 15分
2 申报企业投资光伏电站 对企业提供的在国内建设和运营光伏发电项目（不包括EPC项目）业绩佐证材料 -20~10分

业绩和企业诚信情况 进行评价。
对已中标黑龙江省 2014年、2015年光伏电站项目的企业，按当时招标要求和企业
中标承诺建设的情况进行评价。

3 项目建设用地 根据项目用地性质进行综合评价。鼓励利用未利用地（不含其它草地、沼泽地、 15分
湿地及具有防洪功能的土地）建设地面光伏发电项目。

4 项目竞价 上网电价 根据《国家能源局关于下达 2016年光伏发电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国能新能 30分
〔2016〕166号）文件中，对于推动上网电价下降给予调增规模政策有关规定要求，
申报企业依据申报项目的自身条件，对项目上网电价进行合理测算，对项目正常
运行所需的合理上网电价报价进行综合评价。鼓励合理电价区间低电价报价，
明显偏离合理低电价报价的不得分。

5 项目前期工作 根据企业提供的项目前期工作完成情况综合评价。 10分
6 潜在投资主体对促进地 根据潜在投资主体对地方经济发展和振兴采取的积极举措进行综合评价。 20分

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合计 100分

2016年黑龙江省地面光伏电站新增奖励规模
项目建设投资主体竞争配置公告

近日，国家能源局下达2016年黑龙江省光伏电站新增奖励规模20万千瓦（国能新能【2016】383号），要求在2016年底前
配置完毕。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完善光伏发电规模管理和实行竞争方式配置项目的指导意见》（发改能
源【2016】1163号）文件和黑龙江省政府有关要求，为促进光伏发电健康有序发展，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受黑龙江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委托，通过市场化公开公平公正竞争评比进行配置，择优选择项目建设投资主体，欢迎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

一、配置规模和方式
（一）配置规模
本次竞争配置地面光伏电站总建设规模 22万千瓦，其中国家能源

局下达的新增奖励建设规模 20万千瓦，2014年、2015年黑龙江省通过
公开招标确定光伏电站项目建设投资主体但未能按期实施予以收回
的建设规模 2万千瓦。

本次竞争配置地面光伏电站项目建设单元规模为 2万千瓦，企业
最多可申报 2个独立建设地点的项目单元，建设地点在黑龙江省境内。

（二）建设投资主体确定
本次公开公平公正竞争配置地面光伏电站资源，由专家对投资主

体申请报告进行评比，按得分从高到低确定投资主体，并在黑龙江省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上进行公示。

二、申报条件和要求
1、申报企业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的企业，并具备投资、建设、运营、管理光伏电站的条件。
2、申报企业建设地面光伏电站使用的土地应满足建设要求，并按

黑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不得占用农用地（包
括耕地、林地、草原等）和未利用地中的其它草地、沼泽地、湿地及具有
防洪功能的土地建设地面光伏电站项目。如出现不符合规定情况，将
取消参评资格。

3、申报企业法人之间存在交叉股权关系的，均视为同一个企业报名。
如同一企业申报项目单元数量超过2个，将取消全部申报项目参评资格。

4、本次竞争配置不接受两家以上（含两家）法人联合报名。
5、在本次竞争配置中获得地面光伏电站建设规模的申报企业，必

须独立投资建设，并保证在 2017年年底前并网发电。在项目建设期
间，投资主体、股权比例、建设规模和建设地点等主要内容不得变更，
否则将按有关法规处理。

6、在本次竞争配置中获得地面光伏电站建设规模的申报企业，项
目在 2017 年 6 月 30 日前并网发电的，执行本次竞争配置竞价电价；
2017年 6月 30日后并网发电的，如竞价电价低于国家 2017年光伏发电
政策电价，则执行本次竞价电价，如竞价电价高于国家 2017年光伏发
电政策电价，则执行国家政策电价。

三、评审标准
本次竞争配置由专家按以下条件对申报企业提供的申请报告进行评审：

四、申请报告内容要求
（一）申请报告内容要求
1、申请报告内容请到黑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上发布的

公告中下载附件。
2、申报企业提供的资料应真实有效并具有可追溯的法律效力。
3、申请报告中涉及经济技术分析的内容要有详实客观的依据。
4、申报企业应对申请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5、申请报告内容编制粗糙、印刷不清晰导致专家无法甄别，直接

在评比内容中扣减分数。
（二）申请报告编制要求
1、申请报告份数：纸质版1正4副，电子版光盘或U盘2份。封面上

应分别标明“正本”和“副本”字样，正本与副本不一致时以正本为准。
2、申请报告正本应使用打印或不褪色的墨水书写，文字要清晰、

语意要明确，相关佐证材料和文件应为加盖公章或签字的原件，并由
申请企业盖章和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代理人签字。申
报文件的副本可采用正本的复印件。申请文件的正本与副本应分别
装订成册，并编制目录，加盖申请企业骑缝公章。

3、申请报告应避免涂改和手写文字插入，若为了改正错误必须这

样做时，应由申请企业盖章和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代理
人签字，否则上述修改将被视为无效。

4、申请报告正本、所有副本、电子版应分开密封，共三个包封。申
请文件正本密封在一个包封中，申请文件所有副本密封在一个包封
中，申请文件电子版密封在一个包封中，并在包封上正确标明“正本”、

“副本”、“电子版”。在包封上应写明申请企业的名称与地址、邮政编
码、联系人、联系电话。

五、申报时间和地点
申报时间：2016年 12月 29日上午 8:00-10:00（北京时间）。
申报地点：哈尔滨市南岗区中山路 171号和平邨宾馆和平会堂

203会议室。
申报过程由哈尔滨市公证处现场公证。
六、代理服务费用
本次竞争配置代理服务费用按照每个项目单元 5万元人民币收

取。由获得地面光伏电站建设规模的申报企业在 2017年 1月 15日前
支付到代理机构指定账户。

七、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联 系 人：朱浩宇 联系电话：13611351640

本报综合报道 2006年，一部名为《地球脉动》的纪录片
横空出世，风靡全球，揽下艾美奖最佳摄影、最佳音效、最佳音
乐创作、优秀纪实系列以及第 60届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
奖等 34项大奖，成为当之无愧的纪录片超级 IP。时隔 10年
后，BBC《地球脉动 2》终于和观众见面。第二季的第一集《岛
屿》一经面世，迅即燃爆朋友圈。很快，豆瓣给出惊人的 9.9
分，IMDb更是“丧心病狂”地给出 10分。对这个评分，大部分
网友的解释是：“因为没有 11分的选项了！”

不少网友、观众在腾讯网上追看《地球脉动 2》，因为它的
精美来自于高品质制作，比如拍摄威氏极乐鸟开屏求偶的瞬
间。威氏极乐鸟吸引雌性的方法着实累人，它先给自己布置
一个舞台，清理附近颜色鲜艳的树叶，不能让它们“喧宾夺
主”。舞台布置好后，就开始唱歌召唤雌性。它能这样等待数
周，只待惊艳的开屏一瞬。据说摄制组为了拍摄这个瞬间，花
了 300多个小时。

《地球脉动 2》总共分为群岛篇、山地篇、热带雨林篇、冰
天雪地篇、人与动物的城市和谐生活篇等 6个部分。据悉，该
季制作团队历时 2089个拍摄日，历经 117趟摄制之旅，走访
40个不同的国家，才拍出这部纪录片。

第二季采用超高清 4K摄影机拍摄，同时使用无人机和远
程控制拍摄技术。新一代HD微型摄像机的加入，把观众带
入一个人类从未踏足的全新世界。除此之外，节目组还选用
微型直升机、遥控飞机、微型潜水艇、船只等设备进行拍摄，并
通过运动控制装备以不同的速度拍摄动物、植物，让观众清晰

地看到它们身边环境的不断变化，包括潮起潮落、日升月落和
四季更迭。运用顶级的设备，制作团队细致地记录坠在科莫
多巨蜥嘴边的大团黏湿唾液，以及四只雪豹齐聚摄像机前的
场面，还有真菌透明的边缘……每一帧画面对观众而言都是
一种享受。

为了拍摄《草原》，工作人员在两年时间内到奥卡万戈三
角洲露营长达五个月之久，就是为了看沼泽狮猎捕非洲岬水
牛。而在《山川》中，制作团队对雪豹的拍摄过程更是让人动
容。20多年前，鉴于从来没有人拍摄过这种住在高原地区的
野生动物，爱登堡的团队考虑过拍一个有关雪豹的系列。但
是随着研究和讨论的深入，大家却发现实现想法的可能性几
乎为零，最主要的问题是拍摄设备跟不上，最后只能遗憾放
弃。这一次，《地球脉动 2》团队又一次把目光瞄向豹。他们
动用各种自动感应的小型摄像机，把摄像机放在雪豹可能经
过的绝壁上的各个角落，并守候几个月。终于，他们拍到无与
伦比的画面，雪豹无比接近摄像机，从观众角度看，就好像雪
豹从自己面前经过一样。

《地球脉动 2》制作人和主持人、今年已经 90岁高龄的爱
登堡是英国“国宝”，59岁时被授予爵位，是大英博物馆、皇家
植物园、国际自然基金会的托管人。作为如今世界上最知名
的主持人之一，爱登堡几乎探索过地球上已知的所有生态环
境，南极，火山，沙漠，雨林，水底，丛林……他总是出现在千姿
百态的生灵旁边，气喘吁吁，充满热情。在探索世界的过程
中，他曾被起重机吊起在雨林上空，曾被眼镜蛇喷过毒液，曾

被苏格兰松鸡扇倒。耄耋之年，他仍能乘坐热气球，飞越阿尔
卑斯最高峰，还能吊在树上讲解飞蛙。

值得一提的还有，《地球脉动 2》除了内容真实到令人窒
息之外，画面、旁白、配乐等各个部分也堪称精致。担任音乐
监制的汉斯·泽姆负责配乐的电影就超过 150 部，包括《雨
人》、《狮子王》、《珍珠港》、《盗梦空间》、《小王子》、《超人》、《蝙
蝠侠》、《功夫熊猫》、《星际穿越》等。在整部纪录片中，他为
《地球脉动》写下 49段标题交响曲。 据南国早报等报道

图左为《地球脉动2》中的安第斯火烈鸟。
图右为《地球脉动2》中的新西兰信天翁。

2089个拍摄日，117趟摄制之旅，走访40个不同国家

《地球脉动2》造就2016最美纪录片
本报讯（记者李天池）新年来临之际，哈尔滨大剧院将为冰

城市民奉上多场音乐演出。届时，冰城市民将欣赏到歌剧《图兰
朵》、《费加罗的婚礼》等，更有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何塞·卡雷拉
斯登台献唱。

据介绍，12月 27日《乡村骑士》和《丑角》将率先登台，这两
部歌剧同为意大利写实主义歌剧的代表作，在首演至今的 120
年里，世界各大歌剧院都将这两部歌剧作为保留剧目，经常一起
演出。《乡村骑士》是独幕歌剧，由塔尔焦尼·托泽蒂和梅纳希根
据韦尔加原著的短篇小说合作改编，马斯卡尼谱曲。剧中不乏
优秀的唱段和优美的旋律，其中桑图扎的咏叹调《听我说，妈妈》
和图里杜的咏叹调《妈妈，那些烈酒》等常在音乐会上演唱；《丑
角》为两幕歌剧，由莱翁卡瓦洛编剧并谱曲，以意大利南方为背
景，表现平民阶层的日常生活。

28日，意大利马西莫贝里尼歌剧院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
紧随其后，该剧不仅是音乐史上的经典歌剧作品，更是意大利歌
剧的巅峰之作。29日，将上演音乐史上一部有着深厚文化底蕴
的不朽杰作《布兰诗歌》交响合唱音乐会。

31日和明年 1月 2日，意大利热那亚卡洛·费利切歌剧院的
歌剧《图兰朵》将上演，这部歌剧是歌剧大师普契尼的未竟之作，
更是中国观众最熟知的歌剧作品，《今夜无人入睡》将唱响哈尔
滨。2017年 1月 1日，享誉全球的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何塞·卡
雷拉斯独唱音乐会将上演，届时，卡雷拉斯将献唱《乘着金色的
翅膀》、《月亮颂》等经典曲目。

在 2017年 1月 4日和 6日，维也纳管弦乐团 2017新年音乐
会也将登陆哈尔滨大剧院。

哈尔滨大剧院开启
新年季“歌剧盛宴”

卡雷拉斯将登台献唱

本报讯（记者陆少平）日前，省美协组织我省美术家赴
绥化市兰西、肇东两地，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文艺志
愿活动。刘钻、王同君、张海东、孙承民、朱晶、于海波、韩茗
妍等我省美术名家参加这次文艺志愿活动。

在兰西，美术家们参观“关东民俗陈列馆”和“乔家大
院”，兰西挂钱博物馆和美术馆，深入盛辉服装加工厂生产
车间，现场挥毫泼墨，为一线工人书写春联，送上节日祝
福。工人们挑选自己喜欢的春联，并与美术家合影，互发微
信，留下记忆，传递欢乐。在肇东市，美术家们参加当地美
术创作骨干座谈会。会后，美术家们对当地作者的美术作
品进行点评。

省美协文艺志愿活动
走进兰西、肇东

本报综合报道 日前，网上出现疑似“2017央视春晚节目单”的
消息。前晚，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官方微博发表声明，疑对网上
新闻予以否认，称“节目单待确定后将及时发布。”

央视春晚无“出场费”之说

除了辟谣节目，央视春晚所有筹备人员都在聚精会神地排
练节目。谈到春晚时，演员蔡明表示：演出前每天提心吊胆。24
次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蔡明在春晚的资历绝对算老的。从和
老搭档郭达合作，到努力提携新人，再到近几年搭档潘长江，蔡
明在喜剧舞台上给观众奉献很多流行语。今年，她和老搭档潘
长江再次合作，极有希望第 25次上央视春晚。

有传言称，央视春晚会按照明星知名程度给“出场费”，有时
为了请国际明星甚至花几百万。事实上，春晚内部人士早就辟
谣，央视春晚从来不存在“出场费”之说，而是“劳务费”。并且，劳
务费也很少，大腕和普通演员基本上是同一标准。对此，蔡明表
示，上春晚不是冲着钱去的。为了这份情怀，蔡明没少受“折磨”。

“蔡潘”表演内容未最终确定

近几年在央视春晚上，蔡明和潘长江组成“毒舌老太”“萌老
头”的搭档，大获成功。虽然在作品中很“毒舌”，但在蔡明看来，
毒舌只是为了喜剧效果，作品本身都是要传递正能量的。蔡明认
为，好的喜剧作品，都是要呼唤爱、温暖、希望的。对于喜剧作品
的创作，蔡明有自己的编剧团队，她告诉记者，自己一看到什么好
节目，就让编剧团队的人去看，去学习。而好的喜剧人，就得担得
上“非你莫属”这四个字。

今年春晚，蔡明还是和潘
长江搭档。但至于具体什么内
容，蔡明表示没有最终确定，

“现在也不方便说。”她非常信
任自己的搭档：“演小品就像打
乒乓球，你来我往，我和潘哥合
作很默契。” 据新浪娱乐报道

央视春晚辟谣网传节目单
无出场费之说

这是 2011 年 8 月 22 日在捷克布拉格拍摄的英国歌手乔
治·迈克尔的资料照片。

英国传奇歌手、前威猛乐队成员乔治·迈克尔 25日下午
在英国牛津郡戈灵的家中辞世，享年53岁。他的经纪人和警
方当天确认了这一消息。

新华社发

《无心快语》演唱者
乔治·迈克尔辞世

本报26日讯（记者李宝森）第 13届松花江国际冰雪汽
车挑战赛暨第 8届中俄汽车争霸赛额尔古纳站赛 26日正
式拉开序幕，并率先在额尔古纳市赛马场冰雪场地举行排
位赛。来自俄罗斯、蒙古、马来西亚、香港及河北、北京、内
蒙古、黑龙江等地的赛手和车队参加了比赛。排位赛确定
了 27日在额尔古纳哈乌尔河道上比赛的出场顺序。

26日上午，大赛在赛马场雪道举行排位赛。尽管成绩
不计入决赛，但赛手们仍然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在每一个
弯道都能看到赛车漂移横扫起的两三米高的雪浪。尤其
是俄罗斯伊尔库茨克来的赛车队，实力不容小觑。

额尔古纳站赛的开幕仪式在额尔古纳市哈撒尔广场
举行，近百辆赛车参加。这是额尔古纳市第一次举办冰雪
汽车赛事。该赛事设两站赛，第一站在流经哈尔滨市的松
花江举行，第二站在额尔古纳河支流哈乌尔河封冻河面上
举行。比赛时间为 2016年 12月 23日至 27日。比赛分设安
全改装四驱车组、公开四驱车组、雪地摩托车组 3个类别。

第 13届松花江国际冰雪汽车挑战赛暨第 8届中俄汽
车争霸赛创办于 2002年，至今已有 15个年头。

第13届松花江国际冰雪汽车
挑战赛额尔古纳站开赛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记者黄杰 王浩宇）经过
球迷投票与球员直播拉票，2016－2017赛季中国男篮职业
联赛（CBA）全明星票选结果 26日出炉。来自北京首钢队
的外援马布里以 863652票继 2014年之后再次荣膺“票王”。

郭艾伦以 858966票位列第二。来自CBA官网的数据
显示，经过 3720696名网友的投票，本赛季 CBA全明星赛
南、北区首发阵容分别为：易建联（广东宏远）、顾全（深圳
马可波罗）、林志杰（浙江广厦）、刘晓宇（上海大鲨鱼）、弗
雷戴特（上海大鲨鱼）；韩德君（辽宁衡润）、翟晓川（北京首
钢）、丁彦雨航（山东高速）、马布里（北京首钢）和郭艾伦
（辽宁衡润）。

本赛季CBA全明星周末将于 2017年 1月 7日至 8日在
北京乐视体育生态中心举行。作为压轴大戏的全明星赛
将于 1月 8日晚间开战。

CBA全明星票选结果出炉
马布里再次荣膺“票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