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11日早上7时许， 平山县钢城路滹沱河段发生一
起敬业集团通勤班车涉水倾覆事故，11时20分， 坠河车辆
已被打捞上岸。目前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

据央视新闻

据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通勤班
车涉水倾覆事故调查救援指挥部消
息，10月11日早7时许，石家庄市平
山县钢城路滹沱河段， 发生一起敬
业集团通勤班车涉水倾覆事故。据
了解， 车上共有51人， 截止到上午
10时，已救出38人，剩余人员正在
全力搜救中。

事发前当地出现连续降雨

记者从滹沱河王母村段村级河
长处获悉，因上游岗南水库放水，事
发桥面有水漫上， 该路段事发前并
不能正常通行，有保安人员值守。但
据网友发布视频显示， 事发前能看
到有车辆涉水通过该路段。

当地村民对媒体表示， 近段时
间当地连续下了四五天雨， 直到10
月10日才放晴，滹沱河的水位比往
年同期高了好几米。记者查询发现，
10月3日凌晨到10月5日17时，河北
平山县出现降雨， 最大降雨出现在
北冶乡，为145.9�毫米（50-100�暴

雨，100�以上大暴雨）。 平山县气象台
10月6日8时56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
预警称，平山县中南部乡镇24小时降
雨量将超过100毫米。 好不容易放晴
了两天，10月8日左右，河北又迎来新
一轮降雨，降雨扩大至全省。10月8日
13时，河北省水文勘测研究中心发布
洪水蓝色预警。

涉事客车系世界500强企业班车

据报道， 涉水倾覆的班车属于河
北平山县敬业集团通勤班车。

记者从敬业集团官网获悉， 敬业
集团以钢铁为主业，下辖总部钢铁、乌
兰浩特钢铁、 英国钢铁、 广东敬业钢
铁，兼营钢材深加工、增材制造 3D�打
印、国际贸易、旅游、酒店的跨国集团，
现有员工31000名。2020年集团销售
收入2244亿元， 实现税金 39亿元，
2021年全国500强企业名列106位，中
国制造业企业500强40位，2021年首
次登上《财富》世界500强榜单，排名
375位。 ■据央视新闻

10月11日， 外交部
发言人赵立坚敦促美方
尽快对近日发生的核潜
艇事故作出详尽说明，给
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一
个满意的交代。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问：近日，俄罗斯
军事专家科诺瓦洛夫就
10月7日美国核潜艇发
生撞击事故发表评论指
出，美国部署在亚太地区
的船舶和潜艇经常与各
类物体或民用船只发生
碰撞， 也造成过人员伤
亡， 其专业性屡遭批评。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我们注意到俄方人
士表达的关切。 此前，中
方也对碰撞事故表达了
严重关切。”赵立坚说，此
次事故发生后，美方时隔
近5天才发表了一份语
焉不详的声明。这种不负
责任、拖延遮掩的态度更
令国际社会对美方意图
和事故细节产生怀疑。美
方有责任说明事故详细
情况，并解释清楚以下几
个问题：一是美方核潜艇
事故到底发生在什么地
方？二是事故有没有造成
核泄漏、 破坏海洋环境？
三是事故会不会影响事
发海域的航行安全、渔业
作业？

“美方应采取负责任
态度，尽快对此次事故作
出详尽说明，给国际社会
和地区国家一个满意的
交代。”赵立坚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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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院长被绑架，意外牵出腐败窝案
劫匪逼院长“交代问题”，对方写下“材料” 涉案金额5000余万元,76人被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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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匪图财物
逼迫其“交代问题”

2017年2月，三名劫匪为
谋取财物， 将来宾市人民医
院院长周方绑架至山洞，逼
迫其“交代问题”。在劫匪威
逼下， 心虚的他写下了一份
包含其违纪违法事实的“交
代材料”。

判决书显示， 主导该绑
架案的是曾任来宾市卫计委
主任科员的韦树峰。 他怀疑
周方受贿，想趁机“黑吃黑”
捞一笔。

2017年正月二十， 周方
在家门口被韦树峰及两名同
伙强行拖进越野车， 押到一
个山洞。他们以吊挂、殴打相
威胁，胁迫要50万元，后改为
10万元。为防止周方报案，他
们逼迫其承认受贿事实，并
写下字据。

拿到钱后， 他们开车将
周方带到市郊释放。2018年3
月，3人因犯抢劫罪被判刑，
其中韦树峰获刑12年， 并被
处罚金4万元。

纪委监委得到关键线索
周方落马

虽然案发后周方的“材
料”被劫匪销毁，却成为来宾
市纪委监委掌握周方受贿证
据的关键线索。

绑架案宣判当月， 来宾
市监委宣布周方落马。次年5
月， 因受贿1800余万、 另有
900多万来源不明，其被判处
有期徒刑13年半。

调查初期， 工作人员并
未在周方的银行存款账面上
发现异常。原来，周方将收受
的绝大部分财物分别以现
金、 银行卡等保管在5人处，
其中有3人为医疗器械商。

审查调查发现， 周方收
受近20名医疗行业商人财
物， 主要违纪违法行为发生
在药品、医疗耗材、检验试剂
及医疗器械等采购过程中。

医疗器械商晏某是为周
方保管涉案财物的商人之
一。从送烟送酒送钱，到为周
方儿子处处打点， 晏某费尽
心思投其所好、长期经营，深
得周方的信任。

2005年至2011年，周方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晏某
所在的医疗器械公司销售耗

材、小型设备提供帮助。晏某按
照结算款10%-20%的比例多次
送给周方共计180万元。

几乎在同一时期，医疗器械
商李某、龙某、伍某等人都按成
交价的10%， 分别送给周方134
万元、188万元、363万元。

据周方说，尽管来宾市人民
医院在医疗设备招标采购方面
存在相关规章制度， 却形同虚
设。

每次招标前，周方都会向关
系密切的商人暗中“通报”设备
参数、预算价格等信息，并要求
相关科室按照这些商人代理厂
家的设备参数“量身定做”采购
标准， 隐形决定中标供货商，再
从中收取巨额好处费。

代理商行贿规则：
“院长拿大头，科长拿小头”

明招暗定的做法，使医疗设
备采购公开招标变成“走过场”。
为使这些医疗设备顺利中标进
入医院， 代理商行贿时通常是
“院长拿大头，科长拿小头”。

在周方的影响下，来宾市人
民医院部分领导干部甘于被“围
猎”， 把手中权力当作谋取私利
的“收割机”———

原副院长徐某某甚至在周
方被市纪委监委留置的当天，仍
收受他人贿赂5万元，12天后继
续收受贿赂15万元。

2019年， 后任院长杨文彬
被查，直言“当时我做副院长，他
做院长， 根本不给我什么机会，
我明知道他拿这些钱，到我时为
什么不拿？”

最终，周方一案的查处牵出
数案，涉及几十人。截至目前，来
宾市纪委监委共查办周方系列
案违纪违法人员40余人，涉案金
额5000余万元。

记者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驻国家卫生健康委纪检监察组
了解到，今年以来，该组重点督
促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医保
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单位切
实履行行业监管职责，大力整治
医药购销腐败问题。

“医药购销腐败问题牵扯面
广、涉及利益大、成因复杂、治理
难度大， 必须以更加坚韧的定
力、更加有效的举措，驰而不息、
综合施治，推动实现医药购销领
域的生态重塑。” 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驻国家卫生健康委纪检监
察组有关负责人表示。

■综合环球时报、大众日报

10月11日，《中国纪检监察报》详细披露了广西
来宾最大的公立医院———市人民医院腐败窝案串
案，两任院长落马，76人受到党纪政务处分。记者注
意到，窝案的导火索竟然是一起绑架案，主犯曾任该
市卫计委主任科员，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通勤班车坠河已致13人遇难
事发河北平山县，肇事司机已被控制

外交部发言人
就核潜艇事故
三问美方

现场

截至10月11日19时，经全力
搜救，共救出50人，其中37人平
安（29人已返回工作岗位，7人
在医院留观，生命体征平稳，肇

事司机1人被依法控制），13人经
全力抢救无效死亡；另失联1人仍
在全力搜救中。 事故原因正在调
查之中。 ■据央视新闻

事故发生后， 各方多支救援
队前来驰援，附近村民积极救人。

平山太行应急救援队长张
永峰介绍， 他们是11日早上7点
最早赶到现场救援的力量之一，
总人数为30人，开了3辆救生艇。
由于现场水流比较急，水域比较
宽， 地下河道情况比较复杂，浅
的地方七八米，深的可以到十五
六米， 给救援工作增加了难度。
张永峰表示，现在正在船上打捞
最后一名失联人员。

蚂蚁应急救援服务中心队长周
辉峰介绍， 他们队派11个人两艘救
生艇参与救援， 现其他人已经打捞
上岸了，还在找最后一个失联人员。
“事发突然，救援人员多，我粗略数
了一下，大概有100多人。打捞工具
出现不够用的情况， 领导们都在现
场坐镇指挥， 迅速解决了问题。”周
辉峰说，当地消防、民兵、武警、渔民
都积极参与进来， 主要是采用声呐
定位，确定人员位置，再用专业的打
捞钩打捞。 ■据央视新闻

附近村民赶来救人

最新 事故已致13人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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