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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日13时许，伶仃洋上，“振华30”起重船吊
起重约6000吨的最终接头（上图），像“楔子”一样将
海底隧道连为一体，这意味着迄今世界最长跨海大
桥——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即将全线贯通。

随后，施工人员将进入深海的隧道内部将最终
接头焊接到位，预计今年6月焊接完成。

港珠澳大桥总长约55公里，是连接香港、珠海
和澳门的超大型跨海通道。主体工程由长达22.9
公里的桥梁工程和6.7公里的海底隧道组成，隧道两
端建有东、西两个人工岛。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海
底隧道由33节沉管和1个最终接头连接而成，每个
沉管重约8万吨，是世界最长的公路沉管隧道。

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局长朱永灵说，港珠澳大桥

建设已进入最后收官阶段，预计今年底大桥将全线
通车，届时香港至珠海的陆路通行时间将由3小时
变成半小时。

作为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世界最长的海底沉
管隧道、世界上最长的钢结构桥梁，“她是中国桥梁
工程界创新和攻坚能力的集中体现。”港珠澳大桥管
理局总工程师苏权科说。

港珠澳大桥打破了国内通常的“百年惯例”，制
定了120年使用寿命的设计标准。在国家科技支撑
计划的引领下，科研人员攻克技术难题，结合伶仃洋
实际，提出了“港珠澳模型”等一整套海洋防腐抗震
技术措施，从而保障“120年”这一指标的实现。

据新华社

海底隧道昨完成对接海底隧道昨完成对接

世界最长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世界最长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
即将全线贯通即将全线贯通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日发布新的《互联网新
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明确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
的许可、运行、监督检查、法律责任等，并将各类新媒
体纳入管理范畴。

现行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于2005
年施行。近年来，个别组织和个人在通过新媒体方
式提供新闻信息服务时，存在肆意篡改、嫁接、虚构
新闻信息等情况。

针对这些新问题，新修订的规定提出，通过互联
网站、应用程序、论坛、博客、微博客、公众账号、即时
通信工具、网络直播等形式向社会公众提供互联网
新闻信息服务，应当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
禁止未经许可或超越许可范围开展互联网新闻信息
服务活动。规定同时明确，未经许可或超越许可范
围开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活动的，由国家和省、自
治区、直辖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据职责责令停止
相关服务活动，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规定强调，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转载新
闻信息，应当转载中央新闻单位或省、自治区、直辖
市直属新闻单位等国家规定范围内的单位发布的新
闻信息，注明新闻信息来源、原作者、原标题、编辑真
实姓名等，不得歪曲、篡改标题原意和新闻信息内
容，并保证新闻信息来源可追溯。

规定还要求，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
设立总编辑，总编辑对互联网新闻信息内容负总
责。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相关从业人员应当依法取
得相应资质，接受专业培训、考核。互联网新闻信息
服务相关从业人员从事新闻采编活动，应当具备新
闻采编人员职业资格，持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统一颁发的新闻记者证。

新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将于2017
年6月1日起施行。 据新华社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委对安徽省
原副省长陈树隆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陈树隆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毫
无政治信仰，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既想
当大官、又想发大财，长期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进行
经商营利活动，大肆攫取巨额经济利益，将商品交换
原则带入党内政治生活，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
严重破坏政治生态，对抗组织审查，长期搞迷信活
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公款吃喝；违反组织纪
律，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
实说明问题；违反生活纪律和廉洁纪律，毫无道德底
线，大搞权色、钱色交易，收受礼品、礼金，默许亲属
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违反工作纪律，违规干预
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及司法活动。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滥用职权，造成国家财政资金重大损失，涉嫌滥用职
权犯罪。

陈树隆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政治上攀附、经
济上贪婪、道德上败坏，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并涉嫌
受贿、滥用职权等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
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依据《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
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陈树隆开除党籍
处分；由监察部报国务院批准，给予其开除公职处
分；终止其党的十八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所得；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
依法处理。

据新华社

教育部网站2日发布关于2017年中小学教学用
书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对中小学各学科使用的教
材作出了要求，并明确规定，中小学教材中一律不得
出现提供额外教学辅助资料的各类链接网址、二维
码等信息。

通知还要求，中小学教材使用应保持相对稳定，
各地要按照本通知要求，做好2017年中小学教学用
书的有关工作。如需更换教材版本，应严格按照中
小学教材选用有关规定进行，并为教材印制、发行等
留足时间，确保课前到书。 据央视

中小学教材一律不得出现
教辅链接网址、二维码

安徽原副省长陈树隆严重违纪被双开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新规：
新媒体被纳入管理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