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3日从天津市政府新闻办
获悉，经天津市“12·1”重大火灾
事故调查组会同公安部火灾事故
调查专家组初步调查认定，1日凌
晨造成10人死亡、5人受伤的重大
火灾事故中，存在施工企业擅自放
空消防水箱、施工人员违规住宿问
题，目前11人被刑拘。

初步调查结果显示，起火点位
于城市大厦B座泰禾金尊府项目
38层电梯间， 起火物质为堆放在
电梯间内的杂物和废弃装修材料。
而由于施工企业为施工方便擅自
放空消防水箱储存用水，致使消防
设施未能发挥作用， 火势迅速扩

大；企业施工人员违规在施工现场
住宿。其他有关情况正在进一步调
查中。

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法将相关
企业的11名犯罪嫌疑人刑事拘
留，包括天津泰禾锦辉置业有限公
司7人， 北京星河园林景观工程有
限公司2人， 中际三立装饰集团有
限公司1人， 北京百合建业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1人。

据了解，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
中。 公安部门正会同相关部门，进
一步强化调查取证，确定相关人员
法律责任，依法打击处理违法犯罪
人员。 ■据新华社

据韩国媒体报道，一艘包租渔
船3日在韩国仁川附近水域与一
艘油轮相撞并倾覆， 造成13人丧
生、2人失踪。

据报道，事发时，这艘渔船共
载有2名船员和20名乘客，当地时
间6时左右与一艘336吨级油轮相

撞。韩国海岸警卫队证实，截至当
地时间13时， 事故已造成13人死
亡、2人失踪。

目前， 事故原因尚未公布。韩
国当局已出动4架直升机和14艘
船艇展开搜救，并设立了特别工作
组。 ■据新华社

中国驻登巴萨总领事胡银全
3日告诉新华社记者，相关各方协助
滞留巴厘岛中国游客乘坐商业航班
回国的工作已经阶段性顺利完成。

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提供的
数据显示，截至2日18时，中外多家
航空公司已协助13514名滞留中
国游客回国， 其中3家中国航空公
司共派出飞机16架次 ， 已协助
3447人回国； 外国航空公司派出
包括正常航班、增班以及包机等在
内共计飞机54架次，已协助10067
人回国。

因巴厘岛阿贡火山持续喷发，
巴厘岛伍拉莱国际机场自11月27
日7时关闭至11月29日14时28分，
1万多名中国游客回国航班因此受
到影响。

胡银全说， 自机场重新开放
后，中国外交部、民航局、旅游局等
通力合作，协调东航、南航和厦航
采取商业航班模式，第一时间安排
正常航班或增派航班协助滞留中
国游客回国，与此同时，印尼多家
航空公司执飞的包机也陆续完成
航班飞行任务。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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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线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
普2日回应前任国家安全事
务助理迈克尔·弗林认罪一
事， 称弗林在他候任总统期
间所作所为没有违法， 原本
没有必要隐瞒。

弗林是美国“通俄门”调
查关键涉案人之一，他1日供
认， 其就个人与俄罗斯方面
的接触向联邦调查局（FBI）
作了伪证。

“无需隐瞒”

美国司法部今年5月任
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
特·米勒为特别检察官，调查
特朗普竞选团队成员在去年
11月总统选举前涉嫌与俄罗
斯政府“串通”事宜。

弗林作为特朗普团队成
员，且特朗普今年1月20日就
任总统后出任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 充任新一届美国政府
最核心的成员之一， 是调查
对象之一。

特朗普就任总统后不
久， 联邦调查局就弗林去年
12月与时任俄罗斯驻美国大
使谢尔盖·基斯利亚克多次
接触的细节，向弗林问话。

1日，弗林与调查团队达
成认罪协议， 承认接受联邦
调查局问话时作了伪证。同
时，依照认罪协议，他承诺配
合后续调查。

2日， 特朗普公开回应：
“可惜了，因为他在（去年新
老总统） 过渡阶段做的事情
符合法律。 没有什么需要隐
瞒。”

“没有串通”

特朗普回应弗林， 借由
他在美国“推特”社交网络的
个人账户发布。

他迄今“护卫”弗林，却
在今年2月、弗林出任国家安
全事务助理24天后， 让这名
亲信下属辞职。

弗林当时在辞呈中说，
由于“事务紧凑”、因而“出于
无心”，涉及与俄罗斯方面的

接触，他向副总统迈克·彭斯
以及其他人提供了“不完整
信息”。

之所以追究弗林等人，
是因为调查人员“好奇”，决
意确认特朗普身边人是否与
俄罗斯方面“串通”，甚至可
能在竞选期间就为影响美国
选民而做了某些“动作”。

2日，特朗普在“推文”中
写道，“我不得不解除弗林职
务， 因为他对副总统和联邦
调查局说谎”。他当天前往纽
约前在白宫草坪回应媒体记
者提问：“已经显现的是：没
有串通。完全没有串通。所以
我们很高兴。”

妨碍司法？

一些专家看出“破绽”：
特朗普先前只说让弗林辞职
是因为他对副总统说谎，没
有提及对联邦调查局说谎；
依照推文字面理解， 他可能
早就了解弗林对联邦调查局
说谎构成伪证罪。

今年5月，特朗普解除时
任联 邦 调查 局 局 长 詹 姆
斯·科米的职务。 这以前，科
米正领导对弗林等人的调
查。6月， 科米在向美国国会
参议院提交的书面证词中
说，今年2月特朗普在一次与
他的“一对一”谈话时，劝他
结束调查。

美联社2日报道，一些专
家解读， 如果特朗普知道弗
林向联邦调查局说谎， 那么
他向科米施压的做法“有问
题”。

前美国司法部官员马
修·米勒说：“他（特朗普）刚
刚承认了妨碍司法”。

美国萨凡纳法律学院教
授安德鲁·赖特说，特朗普的
推文有解读空间， 特朗普的
律师将会淡化这条推文的重
要性。

以与弗林“切割” 为目
的， 白宫律师泰·科布1日声
明， 弗林认罪以及所受指控
“不涉及弗林以外的任何
人”。

美国“通俄门”调查关键涉案人之一弗林认罪

前下属作了伪证 特朗普：“无需隐瞒”

美国广播公司2日就一
则“特别报道”中事实差错致
歉，宣布调查记者布赖恩·罗
斯停薪停职4周。

报道以弗林1日在法庭
认罪为内容。当天，罗斯最初
以一名匿名人士为消息来源
报道称，去年竞选总统期间，
特朗普作为候选人， 授意弗
林“联系”俄罗斯方面。

消息发出几分钟后，金
融市场剧烈震动， 道琼斯股

票价格指数下跌350点。
几个小时后， 由罗斯出

面澄清， 美国广播公司发出
更正：消息来源的原话是，特
朗普在竞选期间指示弗林，
要后者在他当选总统后与俄
罗斯方面接触， 探讨包括共
同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等议题。

依美国法律， 外交是总
统“特权”，候选人联络外国
政府“不合适”。 ■据新华社

美国老记者报道差错停薪停职4周
爆料特朗普授意弗林“联系”俄罗斯方面

调查

黔张常铁路建设进展顺利
自2014年开工建设以来，横跨重庆、湖北、湖南的黔张常铁路建设工程进展顺利。黔张常铁路是渝长厦快速铁路

的一部分，起于重庆黔江区，止于常德武陵区。该铁路建成后从重庆坐火车到长沙只需3个小时，比原先节省近7个小
时。 图为12月2日航拍的黔张常铁路湖北省来凤县境内施工现场。 新华社 图

弗林认罪
牵出特朗普女婿？

去年12月， 作为特朗普过渡
团队关键人物的弗林至少两次与
俄方私下接触。第一次，弗林与时
任俄罗斯驻美国大使谢尔盖·基
斯利亚克通电话， 要求俄方不要
报复奥巴马政府刚刚宣布的对俄
制裁， 避免激化紧张态势； 第二
次，受某位“高层人士”所托，弗林
为联合国安理会涉及以色列的一
项决议与俄方交涉， 希望俄罗斯
推迟决议或投否决票。

美联社报道， 弗林与俄方
的谈话内容并不违法， 但他作
伪证犯法。

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知情
人士告诉美联社记者，弗林口中
的“高层人士”是特朗普的女婿
贾里德·库什纳。 库什纳是犹太
裔， 经常为以色列的利益游说。
库什纳本人暂未回应这一说法。

按照路透社说法， 即使特
朗普指使弗林与俄方接触也不
构成犯罪， 但如果他指使弗林
向联邦调查局作伪证， 那便是
犯罪。 眼下没有证据表明特朗
普本人卷入弗林“通俄”案件。

特朗普竞选团队被指认在
去年总统选举期间与俄罗斯政
府“勾结”、试图左右大选结果。
包括特朗普儿子和女婿在内的
多人卷入传闻，接受国会质询。

天津10人死亡火灾事故刑拘11人
存在擅自放空消防水箱违规住宿问题

各方协助万余名滞留巴厘岛中国游客回国

韩国海域渔船与油轮相撞，13人丧生

12月1日，弗林离开联邦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