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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港博贺新港区 30 万吨级原油码头工程环

境影响评价已基本完成，现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第二

次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连接

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公众可通过以下网络连接查阅拟建项目征求

意见稿电子版全文：http://www.cmmp.com.cn/more.

asp?id=3060

2、公众可发邮件或者通过电话、信件等方式与建

设单位联系，要求到建设单位处查阅纸质报告书。

二、本次公示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和主要事项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位于广东省茂名市电

白区博贺、莲头岭半岛以东，茂名港博贺新港区东防

波堤内侧液体散货作业区E1泊位，涉及的相关地区

为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因此，本次公众意见征求范

围主要为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包括项目直接影响或

间接影响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关注项目建设的单位和

个人。

征求意见主要事项如下：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

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网 络 链 接 为 http://www.mee.gov.cn/xxgk2018/

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在规定

时间内向建设单位反馈填写的公众意见表，发表与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建设单位：茂名石化博贺港码头有限公司

通信地址：茂名市电白区电城镇岭脚村博贺新港

区规划展示中心楼二楼209房 邮编：525400

联系人：岳效功

联系电话：0668-3385680

邮箱：1262039708@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公众意见的反馈时间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10个工作日内。

公告单位: 茂名石化博贺港码头有限公司

2022年8月22日

茂名港博贺新港区30万吨级原油
码头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近年来，人工智能（AI）加速助力新药
研发，几乎参与了从药物靶点发现到临床
试验全流程。在新冠疫情期间，多款药物
问世背后也都有AI“身影”，全球“AI制药”
实现加速跑。

疫情成“AI制药”试验场

新冠疫情为“AI 制药”提供更多试验
机会。疫情期间，AI技术被用于加速新冠
小分子药物、抗体药和疫苗的研发进程，
满足了大流行对药物的急迫需要。

今年 5月，总部位于中国香港的AI创
新药研发公司英矽智能利用其 AI 药物研
发平台发现了靶向新冠病毒主蛋白酶
（3CL）的口服抑制剂。此外，首个获美国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的新冠口服药
——辉瑞公司的奈玛特韦/利托那韦组
合，也是在“MareNostrum 4”超级计算机
的AI算法帮助下发现的。

除发现新药，AI 也加速了“老药新
用”。2020年英国善心人工智能公司就宣
布通过其AI平台，发现美国一款风湿药巴
瑞替尼可用于治疗新冠。

“在疫情初期无药可医的困境下，AI

对现有药物的再利用缓解了危机，也为新
冠疫苗和药物的研发起到了缓冲。”英矽
智能联合首席执行官任峰对记者说。

AI 还有助优化疫苗研发。德国生物
新技术公司正与 AI初创公司 InstaDeep合
作，预测下一个新冠病毒高风险变异株，
以使其 mRNA 疫苗平台能进行预判。有
关算法已提前识别出包括奥密克戎在内
的多种受关注变异株。

助力突破“反摩尔定律”

目前，AI 可谓掌握“十八般武艺”，已
可赋能药物研发不同阶段，涵盖靶点发
现、老药新用、化合物筛选、分子设计及
优化、临床前实验结果预测、患者招募分
组等。

近年来，由于药物获批上市难度越来
越大、制药成本高涨、同质化竞争等因素
影响，传统制药方式深陷“反摩尔定律”，
即尽管制药公司几十年来不断增加投资，
但投资10亿美元得到的上市新药数目每9
年就减少一半。任峰说，AI 可帮助突破

“反摩尔定律”，加速药物研发的关键步
骤，如靶点发现、化合物设计与生成、临床

试验设计与结果预测等，从而缩短研发周
期、降低研发成本，提高成功率。

药物研发通常周期长（需 10 年到 15
年）、投入高（大于 10 亿到 20 亿美元）、成
功率低（小于 10%），需要先对数万个小分
子进行测试筛选，最后只有少数几个能推
进到临床研究，AI 则可大大加快这一进
程。据英国 AI 制药公司埃克赛恩希亚公
司的数据，AI将项目立项推进到临床前候
选化合物的时间，从平均 4 年半缩短至约
13.7个月。

主攻智能药物设计平台的公司圆壹
智慧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潘麓蓉认为，AI
通过对分子、细胞、器官、动物、临床等不
同层面数据的整合、分析，不仅可提升研
发流程效率，更可促进整体行业认知水平
和方法论的提升。

“新旧融合”的挑战与风险

当下，传统跨国药企、大型科技公司
和生物科技初创企业均加速布局“AI 制
药”，多个由 AI 发现和设计的药物分子已
进入临床试验。但一些传统药企对拥抱
数字化有抵触，而 AI 领域却强调“开放”，

二者结合仍需长期磨合。
西湖欧米（杭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郭天南说，制药是保守领域，目前
巨头制药公司改变框架较难，传统药企做
创新成本很高，反而新创建的公司会崭露
头角，行业面临重新洗牌。

据“AI制药”智库“智药局”统计，截至
6月20日，全球共有26家企业的约51个由
AI辅助进入临床Ⅰ期的药物管线。其中，
美国企业占多数，有英矽智能、未知君、冰
洲石生物3家中国企业上榜。

日本制药企业武田亚太研发中心负
责人王璘对记者说，中国发展“AI制药”有
得天独厚优势。一方面，中国人口基数庞
大，医院规模可观，更利于搜集用于训练
AI的大数据。其次，中国大量的医药研发
合同外包服务机构便于药企平行开展多
项试验，方便AI学习比对不同结果。

王璘说，部分中国企业发展出自有专
利的开发平台，甚至开始探索在全球尚未
有企业涉足的前沿领域，如小分子晶体结
构预测、原发药物设计等。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新华社记者 彭茜 林苗苗 黄筱

疫情之下全球“AI制药”实现加速跑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退役军人事
务部、财政部日前发出通知，从2022年8月
1 日起，再次以一定比例提高部分退役军
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
助标准。据了解，这次提高标准，统筹兼
顾了国家财力、对象贡献等因素，是国家
连续第18次提高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

国家再次提高部分
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
对象抚恤补助标准

新华社长春8月29日电（刘济美、成
凯）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29日在空
军航空开放活动现场表示，空军运－20将
首次赴欧洲参加国际航展。

申进科介绍，空军运－20 的航迹，近
年来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和大洋洲。在
抗疫斗争中，运－20 跨国运送新冠疫苗；
在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中，运－20 飞赴汤
加、阿富汗等国送去希望和友谊。

正在吉林长春举行的空军航空开放
活动上，运－20 进行了飞行展示，通过水
滴形回转机动、小航线快速战斗着陆等飞
行动作向公众展示了优越的操控性能。

运－20 是中国自主研制生产的军用
大型多用途运输机，具有航程远、载重
大、速度快等特点，是空军的战略性、标
志性、引领性装备，多次参加中国国际航
展和阅兵。

中国空军运－20
将首次赴欧洲参
加国际航展

新华社香港8月29日电 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和中央军
委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于8月
29日组织了进驻香港以来第二十五次建制
单位轮换行动。轮换行动于当日顺利完成。

据介绍，此次轮换出港的官兵圆满完
成了以履行防务为中心的各项任务，以过
硬的实际表现完成了祖国和人民赋予的神
圣使命。他们在离港之际通过驻军新闻发
言办公室，感谢香港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
对他们在港工作期间的关心与支持。

新进港官兵进驻前扎实训练和认真
学习，具备了履行香港防务的能力素
质。他们表示，将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
军委和习主席指挥，努力把握新的形势
和任务要求，严格遵守基本法、驻军法和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不断提高履行使
命能力，为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长期繁
荣稳定，为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在香港
行稳致远作出积极贡献。

本次建制单位轮换行动，得到了香港
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合作与
支持，驻军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中国人民解放军
驻香港部队组织
第二十五次轮换

新华社洛杉矶8月29日电 美国航天
局新一代登月火箭“太空发射系统”29 日
因引擎故障推迟发射。该火箭原定于当
天发射升空，执行“阿耳忒弥斯 1 号”无人
绕月飞行测试任务。

“太空发射系统”原计划搭载“猎户
座”飞船于美国东部时间 29 日 8 时 33
分（北京时间 29 日 20 时 33 分）左右从

佛 罗 里 达 州 肯 尼 迪 航 天 中 心 发 射 升
空，飞船预计于 10 月 10 日返回地球。
但在原定发射时间前约 40 分钟，发射
被叫停。美国航天局说，火箭的一个
引擎排气出现问题，导致引擎无法达
到适宜发射的温度范围，由于来不及
在两小时的发射窗口内修复该故障，
所以叫停了此次发射。

美国航天局表示，目前“太空发射系
统”火箭和“猎户座”飞船均处于安全和稳
定的调试状态。工作人员将继续收集和
评估相关数据。

美国航天局尚未明确新的发射日期，但
表示第一个备选日期是当地时间9月2日。

“阿耳忒弥斯”是美国政府 2019 年宣
布的新登月计划，最初计划在 2024 年前

将美国宇航员再次送上月球。由于预算
不足等原因，美国航天局去年 11 月宣
布，美国宇航员重返月球可能比原计划
推迟一年，最早于 2025 年登月。在宇航
员登陆前，美国航天局计划进行代号为

“阿耳忒弥斯 1 号”的无人绕月飞行测试
和代号为“阿耳忒弥斯 2 号”的载人绕月
飞行测试。

美国新一代登月火箭因引擎故障推迟发射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欧洲
联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
塞普·博雷利 28 日说，他不赞成像
少数成员国提议的那样，禁止所有
俄罗斯人入境欧盟，“这不是个好
主意”。

博雷利不认为欧盟成员国会一
致同意采取这一政策制裁俄罗斯。

不赞成“一刀切”

“我不赞成对所有俄罗斯人停
发签证。”博雷利 28 日晚接受奥地
利广播公司电视台采访时说。他
说，有必要重新审议部分俄罗斯人
的签证申请，比如“俄罗斯寡头就
肯定不能批”，但“我们必须有所选
择，不能一刀切”，因为“切断欧盟
与俄罗斯平民的关系不会产生积
极效果”。

博雷利将主持 8 月 30 日至 31
日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的欧盟
外长非正式会议。他相信各国外
长届时将达成一个“平衡”立场。
禁止一国公民入境欧盟这类重大
措施需要获得 27 个成员国全体同

意才能通过。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4 月初签署“关于对外国不友好行
为采取报复性签证措施”的法令，
宣布俄联邦暂停实施与欧盟以及
挪威、冰岛、瑞士及列支敦士登等
四个申根区国家签署的简化签证
制度协议多项条款。

乌克兰政府近来呼吁西方国
家对所有俄罗斯人关闭边境，以
施压俄方改变立场。克里姆林宫
回应称，基辅方面这一要求“毫无
理性”。

立场分歧大

据德新社报道，由于夏季进入
欧盟国家旅游度假的俄罗斯人增
多，部分欧盟国家出现呼吁欧盟对
俄公民停发旅游签证乃至全面禁
止俄公民入境的声音。

欧盟成员国中，除爱尔兰、罗
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塞浦路斯外，
其余均已加入《申根协定》。申根
区国家之间不设边检，公民可自由
往来，而其他国家公民只要获得任

何一个申根区国家签证，就可进出
申根区所有26个国家。

法新社报道，去年申根区国家
总共收到大约 300 万份申根签证，
其中来自俄罗斯人的申请最多，约
为53.6万份。

法新社报道，芬兰从 9 月 1 日
起，将日常受理的俄罗斯公民旅游
签证申请数量削减 90%，原先日均
受理 1000 份申请。由于欧盟已对
俄罗斯关闭领空，不少俄罗斯人经
陆路取道芬兰进入其他欧盟国家，
芬兰此举等于收紧这一俄公民入
欧渠道。

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已对
俄公民停止签发旅游签证。

不过，针对进一步限制俄公民
入境，欧盟内部也有不少反对声
音。德国等国表示，需谨慎考虑对
俄公民停止签发旅游签证或全面
禁止俄公民入境欧盟的政策选
项。欧盟委员会强调，有需要保留
接纳俄罗斯“持不同政见者”入境
的通道，处理俄公民签证申请可

“一事一议”。 （沈敏）

欧盟外交代表：

不赞成对所有俄罗斯人停发签证

新华社马尼拉8月29日电（记者 杨云
起）2022年女排亚洲杯决赛尘埃落定。最
终，中国队以 1:3不敌日本，获得亚军。日
本女排收获队史亚洲杯首冠。泰国女排在
三四名决赛中以3:0战胜越南，获得季军。

本届女排亚洲杯，中日两队均派出以年
轻球员为主的二线阵容出战，但这支日本女
排的平均年龄比中国队大4岁，在技术和心
态上都更加成熟。这也是中日女排第二次
在亚洲杯决赛中相遇。中国女排曾在2018
年亚洲杯决赛中以3:0横扫日本队夺冠。

中国女排
获亚洲杯亚军

新华社东京8月29日电（记者 郭丹）
日本朝日新闻社 28 日晚发布最新民调显
示，日本内阁支持率较 7 月大幅下滑 10
个百分点至 47%；不支持率则由 25%上升
至 39%，创首相岸田文雄去年 10 月上台
后新高。

针对为前首相安倍晋三举行“国葬”、

物价上涨、应对新冠疫情措施等问题，朝
日新闻社 27日和 28日用电话方式进行全
国舆论调查，有效调查998份。

调查显示，50%受访者反对为安倍
举行“国葬”，支持者占 45% 。但不同
年龄阶段受访者在该问题上态度明显
不同，18 至 29 岁受访者中有 64%选择

支持，而 60 岁以上受访者中有 60% 表
示反对。

此外，67%的受访者对政府解决物价
上涨的举措“不予肯定”，“给予肯定”的受
访者仅占21%。对于政府在新冠疫情上的
应对措施，49%的受访者“不予肯定”，“给
予肯定”的受访者占45%。

本月 10 日，岸田文雄“闪电”改组
内阁并调整自民党党内高层人事。此
前 ，受 新 冠 疫 情 、物 价 高 涨 等 因 素 影
响，日本各大媒体的舆论调查均显示
岸田内阁支持率急剧下滑。分析人士
表示，岸田快速改组，旨在通过人事改
革稳定政局。

民调显示日本内阁支持率大跌

8 月 29日，在巴基斯
坦俾路支省贾法拉巴德地
区，救援人员转移灾民。

巴基斯坦国家灾害管
理局29日说，6月中旬以
来，强降雨引发的各类灾
害已在巴基斯坦造成超过
3304万人受灾，其中1061
人死亡、1575人受伤。

新华社发

强降雨已致巴基斯坦逾千人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