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西部網消息，

「不要停止(治療)，不要停止⋯⋯」因

為不能接受女兒已經搶救無效的事

實，一位40多歲的漢子跪倒在西安高

新醫院急診室外的走廊裡，懇求醫生

「再試試⋯⋯」

因爆炸發生時是上班上學高峰期，

很多路人包括上學的孩子都被炸傷。

劉女士13歲的女兒是西安市科技路小

學六年級三班的學生，將近中午12

點，醫生告訴劉女士和胡先生，他們

的女兒已經搶救無效死亡，兩人不能

接受這個事實，父親跪地懇求醫生不

要停止治療，母親則一度精神崩潰，

她反覆敲 搶救室的門說「孩子，媽

來看你了，媽一看你你就醒了⋯⋯」

中通社14日電 中國國務院14日召開深入推進行政審
批制度改革工作電視電話會議。溫家寶總理出席會議
並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是行政
管理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是民主政治建設的重要內
容，是政府職能轉變的關鍵環節，一定要堅定不移地
繼續推進，進一步破除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機制
障礙。

溫家寶指出，包括行政審批制度在內的行政管理體
制改革還滯後於經濟社會發展，不適應發展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的要求。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行政審批設
定管理不嚴，監督機制還不健全。要推動中國走上科
學發展的軌道，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必須繼續深化改
革，進一步破除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
激發全社會的活力和創造力。要堅定不移地繼續推進

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推動政府職能轉變取得實質性進
展，推動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取得實質性進展。

在投資等三領域改革
會議提出要進一步清理、減少和調整行政審批事

項，推進政府職能轉變。突出三個重點領域：一是投
資領域。進一步深化投資體制改革，真正確立企業和

公民個人的投資主體地位。二是社會事業領域。加大
審批事項的清理、精減和調整力度，放寬限制，打破
壟斷，擴大開放，公平准入，鼓勵競爭。三是非行政
許可審批領域。清理一些部門和地方利用「紅頭文件」
等對公民、企業和其他社會組織提出的限制性規定，
沒有法律法規依據、不按法定程序設定的登記、年
檢、監制、認定、審定以及准銷證、准運證等，要一
律取消。
溫家寶強調，要加強對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工作的組

織領導，建立健全有利於推進改革的領導體制和工作
機制，把改革工作納入各級政府履行職責和廉政建設
責任制。

雲南礦難 9名被困者搜救遇阻 公安部破9省市假煙大案

香港文匯報訊 據華商網、西部網報

道 「聲音可大了，震得的耳朵嗡嗡作

響。」爆炸時，正在嘉天國際大廈對

面的白家村吃早餐的王大爺告訴記

者，因為正值上班高峰期，有不少人

在爆炸商舖門口的公交站等車，爆炸

後都被強大的衝擊波擊倒。很多行人

也被炸飛的玻璃和金屬品劃傷。

隨後，記者來到爆炸商舖對面的迷

你國度小區。據現場了解，爆炸沒有

對居民的用水用電產生影響，但嘉天

國際大廈周圍居民區的天然氣管道已

被關閉。

附近一家蛋糕店的店員周林在爆炸

中受傷，他說「我剛走到門口，就爆

炸了，直接把我炸出去了」。「我們

發現你的時候，你在馬路中間躺

」，神經外科醫師寧博醫生告訴周

林。寧博介紹說，周林身上有多處受

傷，其中頭部的左枕部和左前額分別

有6厘米和2厘米的創口，為爆炸的衝

擊力所撞傷，傷口都已經完成縫合，

目前傷勢穩定。另外周林的左肩背、

左腕都有較嚴重的擦傷，「左半邊身

子很疼，不能動。」周林說。

據中通社14日電 在通脹壓力有所
緩解的背景下，電價近期在全國範
圍內上調的可能性正進一步加大。
同時，明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火電廠
排放新標準，也增加了上調電價的
緊迫性。
《中國證券報》報道，有關部門

近期已將電價調價方案上報。考慮
到通脹下降趨勢已經確立，電價調
價方案近期獲批的可能性較大。業

內人士推測，此次調價或延續此前
上調電價邏輯。今年4月10日，發改
委上調了12個省份上網電價，上調幅
度在2分/千瓦時左右。6月1日，發改
委又上調15個省市工商業、農業用電
價格。因此，此次調價仍有可能先
上調上網電價，後上調銷售電價。
考慮到電力企業的虧損是全國範圍
的，因此調價範圍可能不再限於局
部。

內地電價上調有望獲批

據中通社14日電 中國人民解放軍
應南美洲委內瑞拉42傘兵旅的邀請，
派出特種兵前往委內瑞拉完成空降兵
反恐演習。此次演習被許多網民戲稱
中國已經「打入美國後院」。但海軍
少將張召忠表示，儘管他印象中這是
中國首次在所謂的「美國後院」南美
進行反恐演習，但不可能對美國造成
威脅。
據墨西哥通訊社Notimex報道，此

次演習中方與委方各派出21名軍事人

員參加，為期一個月，於11月8日結
束。央視報道稱，在演習中委內瑞拉
軍方代表向中方展示了新型作戰武
器，此次演習目的是搶救被毒販挾持
的人質並搗毀其犯罪窩點。此前，中
委兩國亦有軍方合作。

張召忠表示，對於所謂對美國的
威脅，他認為中國「絕不會幹這
事」。張召忠表示中國的空軍，尤其
在戰略轟炸機、運輸機領域還存在不
足，沒有對美國產生威脅的實力。

中委反恐軍演 不會威脅美國
據中新社14日電 中國全國「掃黃打非」工作小組辦

公室14日向媒體發布信息說，該辦公室與新聞出版總
署近日聯合發出通知，要求從11月10日起至12月底，
在全國組織開展嚴厲打擊假報刊、假記者站、假記
者、假新聞等「四假」專項行動。
這次專項行動打擊重點包括非法報刊，非法報刊機

構，假記者和假新聞。新聞出版總署要求各地新聞出
版行政主管部門部署指導報刊出版單位開展自查自
糾，糾正買賣刊（報）號、一號多刊（報）、一（刊）
報多版等違規行為，清理取締未經批准擅自設立的報
刊編輯部、記者站、工作站、辦事處等採編機構，建
立完善採編人員資格准入制度，嚴格執行持新聞記者
證採訪制度，嚴把信息來源和新聞內容審核關，杜絕
虛假新聞產生。

各地嚴打假新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國強 玉樹報道）由廣州康亦
健集團組織的愛心團隊來到青海玉樹仲達鄉中心寄校舉
行捐資助學活動，並與該校簽署了援助意向協議書。
據協議規定，康亦健集團與玉樹仲達鄉中心寄校達

成援助意向，為該校提供教育援助。玉樹縣教育局副
局長文德稱，地震後受損最嚴重的就是學校，目前，
玉樹州90%的校舍重建項目基本完工。根據規劃，將
於2012年3月份投入使用。屆時，玉樹縣跨地區、跨省
就學的5000名學生將返回玉樹。

穗愛心團隊赴玉樹助建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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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家寶：減少行政審批 堅持市場優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熊曉芳 西安報道）陝西

西安南郊一小吃店14日上午7時半發生大爆炸，造

成9人罹難，37人受傷，由於事發地點附近多所學

校，兩名8歲及13歲女童在上學路上被炸死。爆炸

衝擊波傷及路邊公交站候車人員和行人。警方已

初步判定爆炸是由液化氣罐洩漏所致。

中 國 新 聞
C H I N A  N E W S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艷娟 昆明報道）雲南師
宗礦難進入第5天，從13日搜尋到第34名遇難者
遺體後，搜救工作遇到井下瓦斯濃度高、巷道煤
矸堆積多、積水淤泥深等複雜情況，致使救援搜
尋工作受到阻礙，最後9名被困人員搜救難度加
大。
據悉，救援指揮部制定了瓦斯抽排、巷道清理、

積水淤泥清除三個主體方案，採取區域隔絕、設施
構築、區域檢查三個基礎措施及瓦斯抽排、巷道清
理、積水淤泥清除的組織和作業措施。針對井下瓦

斯濃度不具備安全作業的情況，指揮部安排進一步
採取技術措施，監測、收集井下不同點的瓦斯濃度
及通風情況，並分析瓦斯湧出原因。
待準確找出瓦斯湧出原因後，指揮部將根據專家

組提供的建議和意見，立即採取更加有效的措施繼
續排放瓦斯。待瓦斯濃度下降至安全作業條件時，
將組織救援力量開展防塵降壓，並安裝監測設備、
通信設備、瓦斯抽排系統等，在確保井下具備開展
安全救援作業的條件下，立即組織清理巷道，繼續
搜尋9名被困人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斯、馬靜 昆明、北京報道）記
者13日從國家公安部及雲南省公安廳獲悉，公安部指揮安
徽、山東、湖北三省警方和雲南、江西、福建、廣東、天
津、陝西六省市警方，分別進行統一行動，成功偵破2起
特大製售假煙案件，搗毀假煙製造、倉儲、銷售窩點122
個，繳獲假煙8萬餘條，抓獲犯罪嫌疑人78名。
據了解，6月，安徽和雲南警方經深挖發現製售假煙犯

罪案件線索後，立刻開展偵查。偵查後，公安部分別指揮
3省和6省市共1,500餘名民警統一行動，繳獲假冒「中
華」、「南京九五至尊」、「黃鶴樓」、「利群」、「紅

河」、「芙蓉王」、「哈德門」、「嬌子」、「白沙」等30餘
種品牌香煙8萬餘條，煙標、煙盒、條盒、小包等製假材
料1萬餘份（個），製假設備4台、查獲涉案車輛25輛。
公安部有關負責人介紹，當前，製售假煙犯罪產業化、

鏈條化態勢明顯，不法分子製販假煙活動往往以銷定產，
緊跟市場需求，按訂單組織貨源，「產、運、儲、銷」等
犯罪各環節聯繫緊密；製售的假煙不但涉及高檔品牌，也
涉及普通、大眾化品牌；不但嚴重威脅煙草產業健康發
展，而且假煙質量低劣，焦油含量嚴重超標，對人體危害
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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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者口述：炸飛到馬路中間

一罐家用石油氣＝145公斤炸藥
「煤氣（港稱石油氣）罐」是鋼製的移

動式壓力容器，具有爆炸危險，它的壁厚
僅2.5毫米左右，非常簿。「煤氣罐」在長期充裝、運
輸、使用過程中會產生疲勞裂紋、凹坑、變形、腐蝕減
薄等缺陷，會導致爆炸事故。家用石油氣罐約有14.5公
斤，爆炸相當於約145公斤TNT炸藥的威力。一公斤TNT
炸藥差不多能炸毀一棟兩層的平方。 ■來源：華商網

話你知

事 發地處西安科創路與太白路十字路口的嘉天國際公寓

一層的樊家肉夾饃小吃店，據西部網報道，目擊者

稱，爆炸的威力巨大，附近的公交站牌被炸飛，一樓的足浴

店被炸空，爆炸時產生的氣浪將一輛汽車騰起十餘米高，樓

房的玻璃散落一地，大廈一層的臨街門面房一片狼藉，消防

人員從爆炸房屋內清理出的爆炸垃圾有兩米之高。

及時發現管道二次洩漏
另據西部網報道，中午12時15分左右，就在救援基本告一

段落時，消防人員在嘉天國際大廈爆炸商舖內清理現場時發

現，一處天然氣管道出現洩露，導致管內的殘留氣體出現洩

漏。消防人員和商舖內採訪的記者迅速撤離。由於發現及

時，且天然氣管道已經關閉，未造成更大傷亡。

書記省長批示全力救援
陝西省西安市公安局微博「西安公安」對此事進行關注，

並及時公佈傷亡人數。據該微博稱，初步確定屬液化氣罐洩

漏爆炸事件。事故準確原因，警方將進一步勘察，最終確定

後及時向社會公佈。並將在全市開展安全大檢查工作。

西安市宣傳部門表示，爆炸發生後，西安警方、消防、衛

生等部門立即趕赴現場開展救援。陝西省委書記趙樂際，省

長趙正永批示要求全力搶救受傷人員，查明發生爆炸原因，

及時向社會公佈。西安市委書記孫清雲，市長陳寶根等市領

導立即趕赴現場組織救援和善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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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委
內瑞拉舉行
聯合軍事演
習。

網上圖片

■康亦健集
團與仲達鄉
中心寄校舉
行 捐 助 儀
式。

石油氣罐洩漏 已釀9死37傷陝西大爆炸八歲童命殞上學路
遇難者父跪求繼續治療

■爆炸現場一片狼藉。 網上圖片

■被炸死的8歲女童家長聞訊痛哭失
聲。 網上圖片

■現場人員將傷者及遇難者抬離現
場。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濱海時報》報道，聯
合國貿易和發展組織於近日在廣州發佈了
《全球投資與政策趨勢監測報告》。數據顯
示，今年上半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同比增
長為18.4%。而根據濱海新區相關統計，新
區上半年實際利用外資同比增長達20.2%，
領先全國水平1.8個百分點。
該報告相關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流入

中國的外資繼續保持強勁增長勢頭，實際利
用外資達到608億美元，而濱海新區上半年
實際利用外資45.9億美元，佔全國總額約
7.5%。據了解，濱海上半年新批合同外資
額1000萬美元以上項目達89個。隨 投資環
境的不斷優化，濱海對外資的吸附能力不斷
增強，成為推動新區又好又快發展的重要力
量之一。

香港文匯報訊 據《濱海時報》報道，
記者日前從天津濱海旅遊區管委會獲悉，
日前經過審查、篩選和公示，世博天津館
獲得了濱海新區2011年第一批服務業引導專
項資金400萬元支持，這也為其進一步完善
建設提供了強有力的資金保障。
據了解，世博天津館項目建設是濱海旅

遊區今年確定的重點項目之一，總投資4900
多萬元，佔地面積1500平方米，由濱海航母
主題公園有限公司負責籌資承建。項目建
成開館後，吸引了大批國內外遊客前來參
觀，聚集了新區旅遊人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欣 天津報道）10日，天
津泰達足球俱樂部在官網上公佈「天津戰神泰達哪
吒」為球隊的吉祥物，希望用這個吉祥物來詮釋泰
達的精神和理念。
傳說中，哪吒鬧海的所在地正位於天津的三岔河

口。因此，「哪吒」也成為了最能詮釋拚搏進取精
神的天津戰神形象，寓意「向 勝利、勇敢衝
鋒」。

濱海新區引資領先全國

■在天津濱海航母主題公園內復建的世博

天津館

世博天津館聚濱海旅遊人氣

泰達足球隊吉祥物亮相

■身披寫有「天津泰達」藍圍巾的

哪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