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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首都伦敦东部一
处地铁站5日晚间发生持
刀伤人事件， 造成3人受
伤。警方已逮捕行凶男子，
并表示将按“恐怖事件”处
理这起案件。

伦敦警方当天晚间接
到报案，位于伦敦东部的莱
顿斯通地铁站有多人被刺
伤，一名男子持刀威胁伤害
更多人。 警方赶到现场后，
使用电击枪制服了这名男
子并将其逮捕。根据警方说
法，3名伤者中1人伤势较

重，另外两人受轻伤。
《伦敦旗帜晚报》报

道， 有目击者听见持刀男
子高喊“这是为了叙利
亚”。不过，伦敦警方拒绝
就这一说法作出回应。

一些目击者用手机录
下现场视频， 并发布到网
络上。其中一段视频显示，
地铁站售票处附近有一摊
血，地上还有带血的脚印。
另一段视频中， 警察对这
名男子叫道“放下刀”，而
后用电击枪将其制服。

针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即
将再次出现的空气重污染过
程，环保部6日召开会议部署应
急应对工作。 环保部部长陈吉
宁表示， 对应急预案启动不及
时、 应对工作不力的单位和个
人，要严肃追究责任。

拿出管用的措施治理雾霾

陈吉宁说， 良好的空气质
量是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中
央领导同志对重污染天气应对
工作高度重视， 要求拿出管用
实效的针对性措施治理和监
管，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各级
环保部门特别是京津冀和山
东、 河南、 山西等地的环保部
门， 要认真落实中央精神认真
检查反思以往应急响应、 应对
措施落实方面存在的不足，以
严而又严的标准、 实而又实的
作风， 切实抓好这次雾霾的应
急应对工作。

他要求各地重污染天气预
警应以有利于积极应对重污染
情况、减轻污染损害为原则，及
时启动相应应急响应级别，并
表示环保部将督促各地按照应
急预案要求启动和采取相关措

施， 强化调度受影响区域内各
地级及以上城市应急预案启动
情况力度， 督促各地按照预报
信息及时启动相应级别的预警
措施。

环保部已派出督查组督查

为加强监测预报， 环保部
将建立每天与相关部门、 京津
冀及周边地区各省份环保部门
会商制度， 及时调整预警提示
信息， 指导各地做好监测预报
和应急响应工作。此外，环保部
已派出10个工作组， 并协调区
域内各省市环境执法人员，在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开展联合督
查。 主要检查重污染天气应急
预案启动和应对措施落实情
况， 严查原煤散烧等低矮源排
放， 加强对高架源的管控和重
型柴油车、黄标车检查。

据预报，12月6日至9日，京
津冀及山东、河南、山西部分地
区将出现较大范围空气重污染
过程。受此影响，北京、天津、石
家庄、廊坊、邯郸、邢台、保定、唐
山、沧州、衡水、太原、临汾、长
治、济南、德州、聊城、郑州等城
市可能出现重度及以上污染。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即将再现空气重污染，环保部出重拳

雾霾应急预案启动不及时将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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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等地近期重度雾霾，环保部门专家认为这与采暖燃煤排放
二氧化硫等污染物密切相关。住建部门有关官员则认为，其主要原
因是汽车尾气，不是供暖。中国气象局专家认为，主要是外来输送。
而北京市环保局不久前刚发布报告认为，雾霾成因中北京本地产生
约占七成。雾霾成因说法相互“打架”，由来已久。

把脉雾霾成因，是治霾的重要前提。各个地方、各个季节，其雾
霾成因也可能不同，为此，追寻雾霾的成因，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科
学难题。关于雾霾成因的分析，须持客观、科学的态度，不宜轻易下
结论，尤其要避免相互“打架”的现象存在。

点评 雾霾成因说法不该相互“打架”

出席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中
国代表团团长、 中国气候变化事
务特别代表解振华5日指出，中国
将加强与欧盟合作， 深入开展碳
交易能力建设， 为2017年启动全
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做好准备。

为帮助成员国实现减排目
标， 欧盟2005年启动了排放权交
易机制， 要求各成员国制定每个
交易阶段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家
分配计划”，并对有关企业提出具
体减排目标。2013年开始，中国在

7个省市启动了碳排放交易试点。
欧盟负责气候行动与能源的

委员米格尔·阿里亚斯·卡涅特指
出， 欧盟与中国都致力于发展碳
排放交易市场， 把碳市场看做一
种重要的政策工具， 有助于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并实施碳定价。

解振华强调，中方愿同欧盟
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研
究碳市场的重大问题，继续推动
全球范围内运用市场机制应对
气候变化的做法。 ■据新华社

连线

解振华：中国将与欧盟合作加快推进碳市场建设

社科院建议：同步退休
9成网友反对

12月2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
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及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共同发布《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
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6》。 报告
建议，延迟退休可分“两步走”：2017
年完成养老金制度并轨，2018年开
始，女性退休年龄每3年延迟1岁，男性
退休年龄每6年延迟1岁，至2045年男
性、女性退休年龄同步达到65岁。记者
从网站调查得知，89%的网友不赞成
统一延迟退休至65岁。 ■据法制晚报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央巡
视组已经开展8轮巡视，巡视了
149个地区和单位，实现了对地
方和中管央企的全覆盖。中央巡
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处长罗
礼平6日在接受中央纪委监察部
网站访谈时透露， 根据中央部
署，2016年将重点推进对部门
和事业单位的巡视全覆盖。

罗礼平说， 中央一级的巡
视全覆盖任务有280多个，具体
可以细化为地方、部门、央企、

金融、事业单位等五个板块。通
过“板块轮动”，目前已经完成
了对地方和央企的全覆盖。今
年第三轮巡视结束以后， 还将
完成对金融单位的全覆盖。

罗礼平说，根据中央部署，
2016年将重点推进对部门和事
业单位的全覆盖， 确保在党的
十九大召开前， 对中央管理的
所有地方、 部门和企事业单位
党组织全部巡视一遍。

■据新华社

男子伦敦刺3人，警方：恐怖事件
目击者称其高喊“这是为了叙利亚”

英国媒体5日爆料称，
一名参与制造法国巴黎系
列恐怖袭击的凶手今年年
初曾出现在英国首都伦敦
和第二大城市伯明翰，与
疑似密谋在英国境内策划
恐袭事件的人员会面。

英国《卫报》援引反恐
官员的话报道， 这名极端
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数月前” 潜入英国后，分
别在伦敦和伯明翰与他人
会面，而后者“有意向和能
力在英国组织策划或协助

开展恐怖活动”。 报道说，
英国安全局和警方反恐官
员目前正在对与这名极端
武装人员见过面的人员展
开调查。

这些不愿公开姓名的
官员说， 与阿巴乌德接触
的人员集中在伯明翰地
区， 其中一些人是摩洛哥
裔。法新社报道，伯明翰有
过极端武装人员，“伊斯兰
国” 行动部门高级头目朱
奈德·侯赛因就来自那里。

■据新华社

链接
巴黎恐袭主谋疑在英有“联络人”

明年中央巡视“剑指”部门和事业单位 推动“全民富硒到长沙”面向全市

申领报名电话： 0731-82247396��82242893

免费发放富硒米、 富硒面粉、 富硒黑米、 淘米器和健康的科普资料， 有机会免费获
得3天2晚（1680）元的生态观光旅游。

硒为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富硒农业已经在全国各地区免费发放富硒米、 富硒面粉、
富硒黑米、 淘米器和健康的科普资料， 有机会免费获得3天2晚（1680元） 的生态观光旅游，
富硒农业已经在全国普惠数万家庭， 帮助更多的人获得健康和幸福！ 本次免费发放富硒米，
数量有限， 发完即止， 所涉及的费用均由富硒农业提供， 全部免费发放， 不收任何费用。

免费申领条件： 本地常住居民、 退休人员， 50岁以上人群， 凡符合以上条件者均可
报名， 每人只限领取一次， 凡符合条件者均可预约申领。

免费发放富硒米、淘米器

5日晚，英国伦敦一车站发生持刀伤人事件，有报道引述目击者的话称，持刀男子当时高喊“这是为了叙利
亚”。警方使用电击枪制服了这名男子并将其逮捕。 （视频截图）

史上最豪宝藏找到！
值20亿美金

哥伦比亚总统胡安·曼努埃尔·
桑托斯5日宣布， 搜寻人员在哥伦比
亚沿海发现了一艘300多年前被英军
击沉、满载宝藏的西班牙帆船。

这艘大型横帆船名号为“圣何
塞”， 是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五世舰队
中的一艘商船，1708年在加勒比海域
被英军击沉。船上当时据称载满西班
牙帝国从其美洲殖民地搜刮来的金
银珠宝，价值至少20亿美元。

针对这些宝藏的归属问题，早先
出现过争执。美
国寻宝公司“海
洋搜索舰队”声
称，他们上世纪
80年代初已经
发现了“圣何
塞”号的所在位
置，理应分得一
杯羹。 不过，美
国法庭2011年
最终判定，这家
公司证据不足，
宝藏应归哥伦
比亚政府所有。

■据新华社

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