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特币

挖矿
资深玩家小武说，比特

币是一种虚拟货币。比特
币挖矿，其实就是一种运
算，计算机24小时不停，成
千上万计算机组成一个“矿
池”，都围绕一个公式进行
计算，计算成功便获得一枚
比特币。

厂房搭建在大渡河边
全国各地矿机运往这里

5月28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前往大渡河甘孜州康定市流
域，出姑咱镇往丹巴县方向，中国大
唐下属金康水电站，两侧立起黑色的
钢架房，小武看了一眼便断定是“矿
场”。

金康水电站的门卫介绍，这些确
实是“挖矿”的厂房，修建于2017年，
2018年投入使用，与电站是独立运行
的，“厂房是外面的公司自己修的，土
地也是他们自己平整的。”

最矮的厂房在大渡河河堤上，离
河面仅数米，有新建的水泥围墙与电

站的办公用房隔离，与发电站一墙之
隔的变压器机组连接厂房。

从金康电站后面的长河坝电站
隧道进入，河边另有 4 栋 3 层的厂
房。守住隧道入口的保安介绍，这里
的厂房已经开始“挖矿”，守厂房的人
可以将外面的“客户”接进去参观。

进入厂房，电站发电排放的水雾
飘进来，工作人员戏称：“这是天然冷
却水淋。”

“矿场”里楼房的墙上装着一个
个高速运转的大风扇，厂房内风扇前
摆着密密麻麻的矿机，一些空置的机
位前，多名工人正在忙着安装机器。

工作人员介绍，厂房由湖南株洲
的企业投资修建，里面已经摆放3万
多台矿机，全部放满有5万多台，“我
们只接收S9以上的机型，电价跟公
司负责人谈。”

小武说，S9矿机是目前较新的矿
机，特点是运算速度更快。根据工作
人员介绍，这个“矿场”一年的耗电量
超过5亿度，“根据业内行情，电价应
该是2角8分左右，不会高于3角。”

据工作人员介绍，这里的矿机来
自全国各地，多为四川、湖南、江苏、
深圳等地，机主将自己的矿机托管在

“矿场”，他们缴纳完电费、机位费、保
证金等，就等着出币。

“丰水期，矿机就陆续回到四
川。”小武说，“挖矿”像候鸟一样，冬
天迁往内蒙古、新疆，夏天回到电价
更低的四川、云南。

一位“矿场主”透露，因为与电站
供电协议签署较慢，修建厂房无法先
走环评和报建程序，“这在大渡河流
域十分普遍，修好之后想办法补手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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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家媒体2018年度社会
责任报告发布

报告单位
新增封面传媒等
5家新媒体

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2018年度媒
体社会责任报告29日正式对外发布。这是
中国记协自2014年开展媒体社会责任报告
制度工作以来，第六次发布有关报告。

过去一年中，各媒体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承担起举旗
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
务，引领新闻工作者不断增强“四力”，切实履
行社会责任，扎实推进新闻舆论工作，取得了
较好的成绩，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今年的社会责任报告中，各媒体分别从
八个方面详细报告了履责情况，包括正确引
导、提供服务、人文关怀、繁荣发展文化、安
全刊播、遵守职业规范、保障新闻从业人员
权益、合法经营以及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存
在的不足和今后努力方向等。

2014年6月，11家试点媒体首次向社
会发布履行社会责任情况报告。经过6年
持续推进，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工作不断
完善，报告媒体范围不断扩大，报告媒体类
型不断丰富，报告文本质量不断提升，报告
传播效果不断深化，各媒体社会责任意识进
一步强化，受到社会各界普遍肯定。在今年
的报告中，媒体融合的成果成效进一步显
现，以融媒体手段履行社会责任成为今年报
告的突出特点。

2018年度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单位增至
46家，涉及7家中央主要新闻媒体、2家全国
性行业类媒体，以及全国29个省（区、市）的
37家地方媒体。46家媒体包括：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中央电视台、经济日报、中国青年
报、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中国新闻网、人
民铁道报、国家电网报、北京青年报、天津日
报、河北日报、山西日报、内蒙古广播电视
台、包头日报、辽宁日报、辽宁广播电视集
团、吉林日报、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解放日
报、澎湃新闻、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浙江卫
视、安徽日报、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广播都
市生活频率）、江西日报、齐鲁晚报、河南日
报、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湖北广播电视台、湖
南广播电视台、湖南红网新媒体集团、南方
日报、广西日报传媒集团、南国都市报、重庆
日报、华龙网、四川日报、封面传媒、贵州日
报、云南日报、云南广播电视台、陕西日报、
兰州晨报、青海日报、宁夏日报报业集团。
其中，新增5家新媒体分别是光明网、澎湃
新闻、湖南红网新媒体集团、华龙网、封面传
媒，新增1家行业类媒体是人民铁道报。

报告发布前，由中国记协新闻道德委员
会、产业报行业报新闻道德委员会、地方新
闻道德委员会分别进行了评议，并提交网
信、新闻出版、广电、市场监管等行政管理部
门核实相关内容。报告全文由中国记协统
一发布。

“挖矿”耗费大量电力
矿场看中电站的直供电

5月28日，比特币攀上了8903美元（约
6.1万人民币），是2019年以来的又一个新高。

资深“挖矿”玩家小武（化名）说，虽然他
不炒比特币，但作为一名拥有数千台“矿机”
的他，十分关注比特币行情。今年4月30
日开始，比特币就开启了上涨行情，从5000
多美元一路上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连续突
破6000、7000、8000美元大关，一度逼近
9000美元。

“这让‘挖矿’的人越来越多。”小武说，
虽然中国关闭了比特币交易平台，认定为非
法交易，但是对于比特币“挖矿”的态度并未
明确。正因为如此，全球70%的比特币产
自中国，而中国70%的“矿产”在四川，特别
是水电充足的大渡河流域。

由于比特币“挖矿”需要耗费大量电力，
中国的比特币“矿场”往往选址于较偏远且
电力发达、电费较低的地方，如新疆、云南、
内蒙古、四川等地区。而行业里流传的一句
话是：四川，已成为比特币的天然“矿都”。

小武说，矿商一天最多能挖十多个比特
币。即使挖矿的收益极高，但将近50%的
收益都要用于支付电费，所以矿场看中了电
站的直供电。

小武透露，因为电站直供电不用并入国
家电网，所以费用很低，很多矿场便直接建
在了电站内或者附近，并自己修建变电站，

“下了高速上国道，下了国道转省道，出了省
道上县道，矿场就建在这样的深山里。”

“因为是比特币挖矿，厂房无法立项，也
没有环评和报建，涉嫌违法搭建，电站直接售
电也有违电力法。”小武说，这是目前大多数

“矿场”的现状，“矿场”离电站越近越省钱。

5月28日，甘孜州康定市，进入丰水
期的大渡河，水流湍急，水声隆隆。
大渡河边的金康水电站附近，“沉睡”

了半年的比特币“矿场”开机重启。
一位比特币玩家告诉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为就近向电站购电，这些“矿场”的
厂房没有环评、未经报建，涉嫌违法搭建，一
些厂房甚至搭建在河堤上。

对此，康定市发改委称，此前确实未收到
比特币挖矿厂房相关项目的报批；康定市经信
局则称，未收到比特币及大数据相关企业的报
备；康定市国土资源局表示，5月27日起，康定
市多部门成立了工作组，正对大渡河上比特币
挖矿进行摸底，然后对违规行为进行清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田雪皎陈远扬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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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29日宣布：应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邀
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5日至7日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第二十三届圣
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强调

因势利导统筹谋划精准施策
推动改革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习近平将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
并出席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

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比特币“矿场”
违规搭建在大渡河边

康定市多部门成立工作组展开专项清理

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5月29日下午主持
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八次会议
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当前，我国改革
发展形势正处于深刻变化之中，外部不确定
不稳定因素增多，改革发展面临许多新情况
新问题。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问题导
向，因势利导、统筹谋划、精准施策，在防范
化解重大矛盾和突出问题上出实招硬招，推
动改革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
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创新和完善宏观
调控的指导意见》、《关于在山西开展能源革
命综合改革试点的意见》、《关于深化影视业
综合改革促进我国影视业健康发展的意
见》、《关于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的若干意
见》、《关于治理高值医用耗材的改革方案》、
《关于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粮食储备安全
管理的若干意见》、《关于完善建设用地使用

权转让、出租、抵押二级市场的指导意见》、
《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
见》、《关于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
风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各地区各部门贯彻
落实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精神深
入推进改革督察工作的报告》。

会议指出，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加快建
立同高质量发展要求相适应、体现新发展理
念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政策体系、决策协调
体系、监督考评体系、保障体系，要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突出统筹兼顾、综合平衡，注重处理
好政府和市场、短期和长期、国内和国际的关
系，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
风险、保稳定，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
作用，健全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等经
济政策协调机制，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会议强调，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是
保障能源安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治
本之策。山西要通过综合改革试点，努力在
提高能源供给体系质量效益、构建清洁低碳
用能模式、推进能源科技创新、深化能源体

制改革、扩大能源对外合作等方面取得突
破，争当全国能源革命排头兵。

会议指出，推进影视业改革，要从完善
创作生产引导机制、规范影视企业经营行
为、健全影视评价体系、发挥各类市场主体
作用、加强行业管理执法、加强人才队伍建
设等方面统筹推进改革，既抓住当前群众普
遍关心、反映强烈的具体问题，又聚焦影视
行业标准、从业人员诚信建设等配套性强、
影响长远的要害问题，形成管用的长效机
制。 （下转04版）

确实存在违规搭建
已成立工作组进行摸底

就走访金康水电站存在的现象，记者向
康定市生态环境局求证，该局执法大队相关
负责人表示，金康水电站有相关环评备案。

据悉，金康水电站修建于 20多年前，
厂房修建于2017年，是否需要重新环评？
上述负责人解释称，目前厂房已经修建完
毕，违建应由住建部门监管，“我们只监管
他们的违法行为，他们没有排污、排废渣进
河道等违法行为，我们也无法查处。”

随后，康定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他们监管范围为规划内的建设用地，水电
站主管部门为发改委。

康定市发改委办公室工作人员回应
称，他们只对在建项目进行审批和监管，

“我们没有接到过比特币‘挖矿’相关项目
报批，我们辖区内所有水电站目前没有在
建项目，如果是违建则由国土部门监管。”

康定市国土资源局相关负责人说，目
前已接到部分乡镇反映，确实有涉嫌违规
搭建比特币“挖矿”厂房的情况，目前由经
信局牵头成立了工作组，正在进行摸底，清
理完后会作出处理，“如果在电站批准用地
范围内，有合法手续，电站进行租赁，就需
核准用途是否合法；如果在规划范围外，属
于未批先建，就要处理。”

“目前还在摸排阶段，整体情况还无法
作出说明。”上述负责人说，经信局牵头的
工作组还在调查，包括电站是否违规售电。

5月 28日，康定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
称，甘孜州不允许比特币“挖矿”，他们目前
也未收到相关项目的备案，“如果招商引资
里面有比特币是不允许的，大数据项目我们
也要进行数据调查，然后作决定。”

大渡河边的矿场厂房，离河面仅有数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