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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中央广播电台7日报道，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向全国儿
童派发糖果，庆祝他自己的生日。

报道说， 金正恩下令向全国
小学、 幼儿园和托儿所每名10岁
及以下儿童派发1公斤礼物，包括
糖果、饼干和口香糖。

金正恩8日迎来生日，礼物提
前两三天派发。

报道说， 向每名儿童派发糖
果，显示金正恩“父爱”般关怀全
国儿童， 希望与国家的未来分享
幸福。

报道说， 鉴于恶劣天气影响
与部分偏远岛屿通航， 金正恩下
令出动飞机， 向岛屿上的儿童空
运礼物。 岛屿上的孩子和家长收
到礼物后“洋溢着幸福”。

法新社报道，1980年起，每
逢最高领导人生日， 每个朝鲜儿
童会收到“生日糖果”；这一传统
延续至今。

分析人士认为，金正恩的举
动旨在维持“慷慨、有爱心的国家
领袖”形象，同时也在加强“年轻
领袖的个人崇拜”。 ■据新华社

美国前新墨西哥州州长比尔·理查森
和谷歌公司执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一
行7日抵达平壤， 开始对朝鲜进行私人访
问，寻求与被扣押的美国人进行接触。

在平壤顺安机场，理查森对记者说，
在此次“私人人道主义之行”中，他们将
同朝鲜官员、 企业界人士进行会谈和对
话，了解相关人道主义情况，尝试与被扣
押的美国人接触。 他说：“我们对（朝鲜
的）经济和政治情况很感兴趣，对朝鲜发

射火箭表示忧虑， 关注对话的重要性。”而
施密特谢绝任何采访。

据悉， 代表团一行9人将在朝鲜停留4
天3夜， 将同朝鲜外务省官员举行会谈，并
将参观金日成综合大学电子图书馆、 平壤
民俗公园和人民大学习堂等。

据朝中社报道， 美国公民裴俊浩因去
年11月在朝鲜罗先市犯下“反朝敌对罪行”
而被朝鲜扣留。 在朝鲜代表美国利益的瑞
典使馆已派人同裴俊浩进行了领事会面。

印度轮奸案庭审闭门举行

印度“黑公交”轮奸案5名嫌疑人7
日在新德里南部萨基特地方法院首次
出庭，法官当庭宣读了针对被告的全部
指控。法官在庭审后表示，下一次庭审
将于10日举行。

此次庭审没有对公众开放，这是由
于开庭前法庭内挤满媒体和抗议人群，
影响了庭审正常进行。法官因此临时宣
布将庭审改为闭门举行。

这起案件的被告包括5名成年人和
1名未成年人， 后者将接受少年法庭审
判。这些嫌疑人被控强奸、绑架、谋杀和
销毁证据，如被定罪，可能面临死刑。

■均据新华社

奥巴马拟提哈格尔任防长

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说， 总统贝拉
克·奥巴马定于美国东部时间7日提名
前国会参议员、 共和党人查克·哈格尔
为新任国防部长， 接替即将卸任的利
昂·帕内塔。

提名需国会参议院批准。哈格尔对
以色列和伊朗的态度与共和党主流意
见相异， 招致一些共和党议员不满。预
计提名批准过程不会顺利。

哈格尔现年66岁， 温和派共和党
人，出任两届联邦参议员，代表内布拉
斯加州。奥巴马任伊利诺伊州联邦参议
员时与哈格尔共事，关系牢固。

山西承认迟报苯胺泄漏事故 晋冀豫三省联动应急筑坝拦截

长治市长道歉，说了一串“没想到”

7日上午，山西长治“12·31”苯
胺泄漏事故指挥部召开第三
次新闻通气会。长治市市长张
保表示，2012年12月31日事
发后， 企业上报的苯胺外泄
量是1吨-1.5吨， 数量比较
小，认为这是一般的安全生产
事故，企业完全能用自己的力
量处置，不会形成大事故。

张保表示， 没想到事发
是由于企业对自身设备设施
管理不善， 造成苯胺通过雨
水和污水管道泄入浊漳河造
成污染。 没想到一起当时认
为一般的安全生产事故能发
展成环境污染的大事。因为这
些原因， 没有及时上报省政
府， 反映了对环保污染认识
不够、警惕性不高，对污染危
害性估计不足。 对此表示深
深歉意。

山西省环保厅总工程师
刘大山在新闻通气会上宣
布： 根据浊漳河上四个断面
最新水质监测数据， 事故处
理已取得成效。当日早晨，河
北省邯郸市部分恢复供水。

河南安阳市正在洹河上
紧急修建过滤坝， 利用活性
炭对污染物进行吸附， 以拦
截山西泄漏苯胺流入下游小
南海水库，降低污染程度。安
阳市还与河南省环保厅、山
西省长治市、 河北省邯郸市
进行沟通协调， 共同应对此
次水污染事件。

金正恩庆生，用飞机向儿童发糖果

美前州长与谷歌高管访朝 尝试接触被扣美国人

污染物为何能直排河流？

记者在事发地看到， 苯胺罐区是一
个由一道两米左右高的围墙围起来的封
闭区域， 进出需要经由一座类似天桥的
铁架，以翻越围墙。

这座原本应该封闭的区域， 却存在
着一个致命漏洞： 苯胺罐区有一根管道
分别与雨水处理池和事故池相连， 下雨
天，通往雨水处理池的阀门打开，罐区的
雨水经由地形引导流入管道进入雨水处
理池后排入浊漳河；不下雨时，这道阀门
是关闭的，一旦发生苯胺泄漏，苯胺将会
通过管道进入事故池。

调查结果显示：2012年12月31日7
点40分以前， 通往雨水处理池的管道阀
门竟是松开的！ 这直接导致当日苯胺经
过排水系统直排浊漳河。 山西省政府有
关负责人在现场指出， 真正的隐患在这
儿，企业却没有排查出来。这一环节，为
何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是否恰恰暴露
了一些化工企业偷偷排污的隐情？ 这些
问题，都还有待最终调查结论。

企业是否还存在“谎报”？

此次“苯胺泄漏”信息报送路线是
这样的：2012年12月31日7时40分，
天脊方面发现苯胺泄漏；12月31日
18时， 长治市环保局接到天脊集团报
告泄漏苯胺1吨至1.5吨，报送市政府后
的结论是自行处理；1月5日，山西省环
保厅接到国家环保部的通报，环保厅随
即通知长治方面；同日，天脊集团向
长治市环保局报告苯胺泄漏达8.68
吨，长治市最终书面向省政府报告。

事故迟报不仅体现在纵向上，还
表现在横向上：5日下午，长治市才向
河北、河南方面通报有关情况。

除了迟报，企业是否存在“谎报”
同样存有疑点。天脊集团开始向有关
部门报告称， 苯胺泄漏量仅为1吨－
1.5吨。而5日上午，天脊集团突然向
有关部门报告称苯胺泄漏量为
8.68吨。那么，前4日企业一直报告1
吨至1.5吨是计算错误还是谎报？有
关方面对此一直没有给出具体说法。

是否还存在其他污染源？

此次事件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山西方面是苯胺泄漏，但是造成河北方面
停水的主要污染物却是挥发酚。

河北方面数据显示，5日，在浊漳河河
北入境处， 挥发酚浓度高达0.644毫克／升，
超过国家地表水单位标准127.8倍。

有关专家认为，苯胺不在特定条件是
无法生成挥发酚的。那么，挥发酚从何而
来？是否还存在其他的污染源？

山西省政府6日召开会议， 要求从浊
漳河晋冀交界处往回倒查其他污染源。目
前，调查结果尚未公布。

此外，山西省环保厅总工程师刘大山
7日凌晨说， 国家有关部门已现场对岳城
水库进行全面采样和检测，尚未发现苯胺
类有机物污染。但河南安阳方面的监测结
果显示，安阳市境内岳城水库、红旗渠等
部分水体有苯胺、挥发酚等因子检出。

同样是针对岳城水库的检测，为何会
有不同的结论？对此，事故处置工作组尚
未作出解释回答。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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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与妻子李雪主。（资料图片）

1月7日， 工作人员凿冰采集受污染
的岳城水库的水样。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