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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一个国家级贫困
县，《瞭望》 新闻周刊记者看
到，在该县高速公路入口通往
县城的连接线上，建设了长达
8公里的景观大道。 道路中间
和两侧共有3排路灯， 每盏路
灯间距30米。路灯采取唐代宫
灯样式，每盏路灯又附设十多
个球形灯泡，近千盏路灯看上
去富丽堂皇、气派十足。

一名县政府工作人员说，
这些路灯每月电费就要20多
万元，一年要“烧”掉约300万
元。县政府的一名干部说：“我
们县去年可用财力只有7亿，
而目前建设负债最少达三四
十亿， 如此高负债令人担
忧！” ■据《瞭望》新闻周刊

2014.8.4��星期一 编辑 戴岸松 图编 李梓延 美编 代宏福 校对 李辉

华声速览·政情A05

《瞭望》新闻周刊3日报
道， 国务院今年6次部署投
资批复万亿棚改再贷款。

新华社3日报道，2日从利
比亚撤至希腊的79名中国公民
将在三天内乘飞机回国。

外媒3日报道，英国宣
布在华12个签证申请中心
推出VIP上门签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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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金属制品厂爆炸已致71人遇难
事故死伤者采用DNA确认身份 苏州相关企业一律停产停业整顿

记者3日获悉，“8·2” 昆山
市中荣金属制品厂特别重大爆
炸事故遇难人数上升至71人，
近200名伤者正在接受救治。

8月2日是“七夕”，但是，
有69个生命跟他们的亲人永
别了。2日上午7时35分许，昆
山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发
生爆炸事故， 当场造成44人
死亡，200多人受伤， 至当日
晚已有69人遇难。据介绍，事
发时车间内共有264人，其中
261人是打卡上班，3人来厂
内办事。

事故发生后， 党中央、国
务院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立即作出重要指示，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作出批示。受习近平
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委托，国
务委员王勇率有关部门负责
同志赴现场指导事故救援和
应急处置工作。

事故发生后，附近市民伸
出援助之手，很多昆山和苏州
群众走进献血站排队献血，驾
车族自发让出生命通道，市民

自发走上街头祈福……在中
国传统节日“七夕”这一晚，无
数昆山人和苏州人用大爱精
神送出“正能量”。

记者采访了解到， 目前各
项善后工作正有序进行。 伤员
已分别在南京、上海、常州、无
锡、南通、苏州、常熟、昆山等8
市15个医疗机构接受治疗。国
家卫生部门调度了全国50多名
专家分赴各医疗点指导抢救工
作。按照各医院伤员分布情况，
设置家属接待点，24小时不间
断值班，接待安抚伤员家属，帮

他们解决临时性困难。
同时，苏州在全市范围内

全面排出涉及粉尘作业的企
业名单，对存在粉尘爆炸危险
的企业要一家一家查，一家一
家过关，对涉及机加工产生金
属粉尘的企业，从现在起一律
停产停业整顿，对整改不到位
的一律不得复工生产，同时要
对粮食、饲料、纺织、木器加工
等可能存在粉尘爆炸风险的
企业和作业场所，进行严格检
查，逐一排除事故隐患。

■据新华社

记者获悉， 事故中
死伤者采用DNA确认
身份，检验结果将尽快
公布。

据昆山市公安局工
作人员介绍，3日起，他
们开始为伤亡者家属采
集DNA， 以便对伤亡者
身份进行详细登记。此
次 只 采 集 直 系 亲 属
DNA， 检验结果将尽快
公布。

开始采集伤亡者
家属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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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中将：
必要时动用潜艇

飞机、渔民进行海战

日本拟建太空
监测部队牵制中国

泰国批准高铁
直通中国

英媒：或永久改变东南亚

高雄石化气爆事故3日进入灾后
第三天， 当天搜救行动暂无重大发现。
台灾害应变中心3日19时公布的统计
显示，共有28人遇难、2人失踪，受伤人
数增至302人。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调
查中，透露出来的线索大多指向李长荣
化工。

现场搜救工作3日白天继续进行。
搜救人员重点在凯旋路与二圣路路口
附近徒手开挖土石， 仔细寻找可疑物。
但除了找到少量可疑物证，失踪的高雄
市政府消防局主秘林基泽、瑞隆分队小
队长刘耀文仍杳无音信。

与事故原因调查迟迟没有结果相
比， 更让受灾民众和搜救人员揪心的
是，就在事故路段地下，还有台湾“中石
化”的一条26公里长的管线，里面残留
着260吨丙烯。也就是说，这几天来，数
以千计的搜救人员和当地民众，是踩在
一颗“未爆弹”上，完全暴露在危险之
中。因而3日的搜救行动格外小心翼翼，
重型机械都放慢了速度，不敢深挖。

台“中石化”表示，将加速排空管线
内残存的丙烯，预计3天内可以清除。

■据新华社

福喜事件6名高管被刑拘
上海公安：对食品犯罪零容忍

上海市副市长、市公安
局长白少康3日在参加上海
广播电台节目时透露，引发
国内外广泛关注的上海“福
喜事件”，目前已经有6名高
管被刑拘。对食品药品违法
犯罪活动，上海公安机关采
取“零容忍”的态度。

面对听众对食品安全的

关注， 白少康提到了之前引
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的“福喜
事件”。“以往我们和食药监
等部门就讲密切配合。 比如
说福喜事件， 从一开始发生
公安机关就全面介入。 传统
的方式是食药监部门先查，
发现违法犯罪后再移交给公
安部门。”白少康说，“现在考

虑到违法犯罪的严重性，如
果等到后期介入， 在侦查和
打击力度上就会受到影响。
因此公安机关从一开始有犯
罪嫌疑的时候就应该主动介
入。 我们提出来要加强‘行
（政）刑（事）衔接’，通过紧密
配合， 对食品药品违法犯罪
保持高压态势。”■据新华社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日
下午召开党委常委（扩大）
会议， 通报莎车县7月28日
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件情
况，对做好当前全疆稳定工
作进行部署。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自治区党委书记张
春贤主持会议。

会议通报了莎车县7月
28日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
件情况。经过公安机关全力
侦查，7月28日发生在莎车
县的严重暴力恐怖案件已
基本查清。这是一起境内与
境外恐怖组织相互勾连，有
组织、有预谋、计划周密、性
质恶劣的严重暴力恐怖袭
击案件。案件造成无辜群众
37人死亡（其中汉族35人、维
吾尔族2人），13人受伤，31辆
车被打砸，其中6辆被烧。处
置过程中， 击毙暴徒59人，
抓捕涉案人员215人， 缴获
“圣战”旗帜以及大刀、斧头
等作案工具。 ■据新华社

新疆莎车暴恐案：
击毙暴徒59人

通报

高雄气爆事故
现场留隐患
一条26公里长的管线
残留260吨丙烯

在沈阳接近40摄氏度的
高温下， 近百名报考沈阳音
乐学院的合格考生家长已等
待7天。尽管他们曾以下跪的
方式苦苦表达诉求， 但没有
得到校方的任何实质回应。
目前， 沈阳音乐学院已经照
常放假， 所有校领导的手机
均无人接听。

今年有一批考生均获得
了沈阳音乐学院艺术考试、
文化考试合格证书， 并且得
到答复可以被学校录取，但
最终落榜了。 近百名绝望的
考生家长从7月28日开始来
到辽宁省教育厅和沈阳音乐
学院要求解决问题。

几天来， 记者从辽宁省
教育厅和众多家长处了解
到， 除了辽宁省教育厅此前
已认定的违规承诺录取、违
规设置男女录取比例外，沈
阳音乐学院2014年招生还存
在着擅自降低文化课成绩等
问题。 ■据新华社

沈阳音乐学院
违规招生
高温下考生家长
苦等7天无回应

贫困县供路灯
1年“烧”掉300万

反恐事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决
定，拿出3亿余元奖励所有参
与近期围捕专项行动的群众
及相关人员。3日下午有关部
门在墨玉县人民广场举行万
人大会， 先期对首批在围捕
专项行动中涌现出的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奖
励，奖励金额423万元。

8月1日， 根据群众举报
线索， 和田地区公安机关与
墨玉县3万余名群众合力围
捕， 将一暴恐团伙的10名成
员逼至一废弃民房。 暴恐分
子向民警和群众投掷爆炸装
置，在警告无效后，民警果断
处置， 击毙暴恐分子9人，抓

获1人，公安民警和群众无一
伤亡。案件侦破处置中，陆续
有70多名群众提供线索。

大会对荣获墨玉县8月1
日围捕专项行动中的先进集
体、先进个人、举报重要线索
的群众及和田地区、 于田县
参与围捕行动的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共奖励423万元。

中午时分， 墨玉县各乡
镇的群众从四里八方自发赶
来，偌大的广场气氛热烈，群
情振奋。 当受到表彰的先进
集体代表和先进个人身披大
红花， 在激昂的音乐声中自
豪地登台领奖时， 全场爆发
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新疆3亿余元
重奖围捕暴徒的群众

参与围捕暴徒的群众。 （央视截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