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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李欣、趙大明 天

津報道）「8．12」爆

炸事故造成天津港瑞海

國際物流危險品倉庫附

近居民和參與滅火救援

的消防員、警員等多人

失聯。根據最新發佈的

官方信息，已確認有

104人遇難，住院傷員

722人，其中危重症傷

員58人，但尚不掌握

失蹤人數。此外，北京

衛戍區防化團昨日下午

在爆炸核心區爆炸點的

50米遠旁邊，救出一

名50多歲的男子。

50網站散佈謠言遭查處

香港文匯報訊 在距瑞海公司危險品倉
庫起火爆炸核心區約50米處，一位倖存
者昨日下午一時半被國家核生化應急救援
隊員發現並救了出來。
據新華社報道，在現場指揮的北京衛

戍區副司令員吳愛民將軍，獲報告說離爆
心不遠的地方仍有倖存者後，立即組織並
親自率領10人的國家核生化應急救援隊
進入災場營救。他們身重型防護服，與
北京軍區254醫院的兩名醫護人員同車前
往。
接近爆心之處煙霧瀰漫，附近十來米

處仍有明火燃燒，並伴有爆炸聲，四處散
落的集裝箱形成了一個迷宮一樣的地帶。
「我們在集裝箱的縫隙裡艱難穿

行。」隊員鄧海翔說。由於天氣酷熱，密
封包裹在重型防化服裡的核生化救援隊員
行動異常困難。
大約經過40分鐘的艱難搜尋，鄧海

翔、朱伊平、湯陶、楊朋等4位救援隊

員發現了這位倖存者。被發現時，這位
倖存者的手仍抓集裝箱上的一根桿。
「是一位男性，50來歲，光背，身

上有明顯磕傷，眼睛烏黑，舌頭泛黃，雖
然不能說話，但是意識清醒。」楊朋說。
「戰士們立即用攜帶的擔架把他抬了

出來。」救援隊政委杜江說，隨車的醫生
對他進行簡單的應急處置，便用急救車緊
急外送。

核生化救援隊救出一倖存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欣、趙
大明 天津報道）「8．12」爆炸事
故發生後，爆點周邊的永旺夢樂城
購物中心、麥當勞以及匯豐銀行、
渣打銀行等外資企業商家樓體均有
不同程度損壞，目前已全部停業。

商場內部受損嚴重
天津大爆炸的中心點位於濱海新

區天津港國際物流中心，距離永旺
夢樂城泰達店僅3公里。永旺夢樂
城泰達購物中心於2010年底開業，
包括大型超市、影城、電器城、美
食街以及近百家服裝、家居用品專
賣店。
記者剛到現場時發現，遠處的永

旺似乎一片祥和，外觀牆體僅有部
分類似日久失修的脫落，牆上掛
的日本優衣庫、香港恆信傢俬等廣
告牌依然完整。但穿過停車廣場，
走近卻發現已是一片狼藉，其內部
受損相當嚴重：墜落的天花板、破
碎的玻璃、扭曲變形的柵欄以及七
扭八歪的超市購物車散落在一起，

商場入口的標誌也僅剩下
一半。「不停業不行啊，
裡面都壞了，已經斷電
了，只剩下我們留下來
『看家』」，一位堅守在
永旺的保安告訴記者，商
場平日是晚上10點半清
場，爆炸發生時，員工們
剛剛下班離開，「要是發
生在下班以前，那真不好

說了。」據這位保安介紹，保險公
司已經來過，進行了相應的估價和
現場拍照，商議之後可能才會進入
理賠維修程序。

銀行防盜鐵門變形
從城市功能及新興配套來講，距

離爆炸點兩條街的濱海新區第三大
街算是開發區最繁華的街道，沿途
有麥當勞、肯德基、人人樂超市、
屈臣氏、渣打銀行等企業商家。8
月15日，也就是爆炸發生後第三
天，部分商家開始恢復營業，但麥
當勞、屈臣氏等外資企業依然大門
緊閉，門上貼「暫停營業」、
「今日停業」等告示。渣打銀行的
四扇玻璃門僅剩下一扇，防盜鐵門
也已經因嚴重變形而無法完全關
閉，留守的保安告訴記者，目前還
沒有接到恢復或者修復的通知。不
遠處的泰達金融街也完全沒有了往
日的繁榮，儘管損壞並不嚴重，但
包括匯豐銀行在內的金融機構已全
部停止營業。

外資商家停業 金融街冷清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人民日報法人微
博消息，昨日上午 11點多開始的
「方圓兩公里撤離」傳聞，經過多
方核實為不實信息，政府沒有組織
撤離。此外，中國網信網報道，國
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近日會同有關
部門，依法查處了車夫網、美行
網、軍事中國網、新鮮軍事網等50
家傳播涉天津港火災爆炸事故謠言
的網站。
天津港「8．12」特別重大火災爆

炸事故發生後，一些網站或隨意編
發「天津大爆炸死亡人數至少1,000

人」、「方圓一公里無活口」、「天
津已混亂無序、商場被搶」、「天津
市主要領導調整」等謠言，或任由網
站用戶上傳來自微博、微信的相關謠
言，製造恐慌情緒，成為謠言的集散
地，造成惡劣社會影響，受到網民的
譴責和舉報。國家網信辦會同有關部
門，視情節輕重，對車夫網、美行
網、軍事中國網等18家網站採取永
久關閉、注銷備案處罰措施，對新鮮
軍事網、0668論壇、艾澤拉斯國家
地理論壇等32家網站採取暫行關閉1
個月的處罰措施。

開發區第二
小學是距

離爆炸點最近
的安置點，目
前約有 200 多
的受災居民住
在這裡。記者
看到安置點內
設有「尋人啟
事」信息牆，
上面貼滿了各
類尋人啟事，
紙上寫被尋
找人的姓名、
特徵、身份，
以及尋找人的

聯繫方式。據了解，一旦找到了，工作
人員就會在上面做一個標記，寫上「已
找到」。

家屬尋親心切欲闖發佈會
昨日上午10時許，天津爆炸事故第四
場發佈會召開期間，數位自稱是「編外
消防員」家屬的人士欲衝進會場，幾十
位記者立刻調轉鏡頭，但工作人員迅速
將所有大門關閉，拒絕記者出入，直至
發佈會結束後，記者在會場採訪了幾位
家屬。
今年52歲的柳環，是來自河北張家口
市蔚縣的一位農民。他在事發後的第二
天看到新聞得知兒子所在消防部隊在滅
火時，發生了事故，他當即帶大女兒
從老家趕到天津，尋找自己22歲的兒子
柳春濤。柳環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情緒激
動，稱自己的兒子沒有當兵不是正式的
消防員，而是合同工，剛來了三四個
月，屬天津港第五消防支隊，當晚他是

第一批進入事故現場的消防員，但是到
現在都聯繫不上。
同樣來自河北張家口市蔚縣的家屬劉

潤文在現場難掩悲傷，她唯一的兒子劉
志橋與柳春濤在同一支隊，也是第一批
進入事故現場的消防員。「我兒子今年
18歲多一點兒，最後一次見到兒子是三
四個月之前，我現在最希望要我的孩子
回來。」

危重症傷員減少12人
從天津爆炸事故現場指揮部獲悉，大

火災爆炸事故死亡人數已上升至104人。
目前，在醫院收治的傷者中還沒有出現
死亡情況。截至昨日17時，天津各醫療
機構共收治住院傷員722人，其中危重症
傷員58人，住院人數比前一天增加21
人，危重症傷員減少12人。

官方指只峰與只昇華無關係
另據新華社報道，對於事故企業瑞海

國際物流有限公司負責人只峰的背景，
天津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龔建生在昨天的
事故第四次新聞發佈會上稱，14日下午4
點13分，天津市公安局的官方微博「平
安天津」已經闢謠；15日上午，事故現
場新聞中心從天津市公安局進一步了解
到，天津市原副市長只昇華只有一個女
兒，沒有兒子，只峰與他沒有任何關
係。對這種在危機時刻散佈謠言者，公
安機關正在依法開展調查處理工作。
據資料顯示，只峰為天津濱海新區爆

炸事故涉事企業、瑞海國際物流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兼總經理，他也在本次爆
炸中受傷，目前入住泰達醫院。與此同
時，社交網絡上日前開始流傳只峰係天
津市原副市長只昇華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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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子心切的柳環在接受尋子心切的柳環在接受
記者採訪時情緒十分激記者採訪時情緒十分激
動動。。 李欣李欣 攝攝

■■昔日繁華的泰達金融廣昔日繁華的泰達金融廣
場現已門可羅雀場現已門可羅雀。。 李欣李欣攝攝

■■在災民安置點之在災民安置點之
一的泰達第二小學一的泰達第二小學
裡裡，，專區設有尋人專區設有尋人
啟事欄啟事欄，，供居民們供居民們
尋找失聯的親人尋找失聯的親人。。

李欣李欣 攝攝

■■家屬企圖衝進發佈家屬企圖衝進發佈
會會場會會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昨午被救出的倖存者在解放軍254醫
院野戰醫療點接受救治。 新華社

■■民眾前往潮音寺民眾前往潮音寺，，為為
遇難者祈福遇難者祈福。。 中新社中新社

津金管部門要求簡化索賠手續津金管部門要求簡化索賠手續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天津濱海新區危險品倉庫爆炸事故天津濱海新區危險品倉庫爆炸事故

發生後發生後，，天津市金融局聯合人民銀行天津分行天津市金融局聯合人民銀行天津分行、、天天

津銀監局津銀監局、、天津證監局天津證監局、、天津保監局等天津保監局等44家金融監家金融監

管部門印發緊急通知管部門印發緊急通知，，要求各保險公司要立即啟動要求各保險公司要立即啟動

財險和人身險的理賠應急工作機制財險和人身險的理賠應急工作機制，，簡化索賠手簡化索賠手

續續。。

據中新社報道據中新社報道，，該通知對天津轄區內各金融機構該通知對天津轄區內各金融機構

提出要求提出要求：：各保險公司要立即啟動財險和人身險的各保險公司要立即啟動財險和人身險的

理賠應急工作機制理賠應急工作機制，，建立建立2424小時值班制度小時值班制度，，調動骨調動骨

幹力量向理賠業務傾斜幹力量向理賠業務傾斜；；主動聯繫客戶主動聯繫客戶，，排查出險排查出險

情況情況，，做好出險客戶的施救和救助工作做好出險客戶的施救和救助工作。。開通綠色開通綠色

理賠通道理賠通道，，簡化索賠手續簡化索賠手續，，對因爆炸事故造成的保對因爆炸事故造成的保

險賠案取消事故證明材料險賠案取消事故證明材料，，實施小額賠案一站式理實施小額賠案一站式理

賠服務賠服務。。

對受影響企業暫不催收貸款對受影響企業暫不催收貸款

與此同時與此同時，，各銀行機構要確保受災地區個人和企各銀行機構要確保受災地區個人和企

業正常的貸款需求有效滿足業正常的貸款需求有效滿足，，堅決不因事故發生而堅決不因事故發生而

抽貸抽貸、、惜貸惜貸。。對因事故影響暫不能按時償還各類貸對因事故影響暫不能按時償還各類貸

款的單位和個人款的單位和個人，，暫不催收暫不催收、、罰息和作不良記錄罰息和作不良記錄，，

允許貸款合理展期允許貸款合理展期；；對經營正常對經營正常、、信用良好信用良好，，因事因事

故造成償債能力下降的單位和個人故造成償債能力下降的單位和個人，，要繼續予以信要繼續予以信

貸支持貸支持。。對貸款尚未償還但恢復生產又有新的貸款對貸款尚未償還但恢復生產又有新的貸款

需求的需求的，，在風險可控前提下適當追加授信額度在風險可控前提下適當追加授信額度。。

通知要求通知要求，，濱海新區各金融機構在事故中受損的濱海新區各金融機構在事故中受損的

營業網點要盡快恢復正常營業營業網點要盡快恢復正常營業，，保障當地金融服務保障當地金融服務

需求需求，，確保金融服務質量不下降確保金融服務質量不下降。。

昨日昨日，，在天津港在天津港
「「88．．1212」」瑞海公司瑞海公司
危險品倉庫特別重危險品倉庫特別重
大火災爆炸事故中大火災爆炸事故中
受傷的孕婦王菁受傷的孕婦王菁
（（左左））在天津中心在天津中心
婦產醫院經過剖腹婦產醫院經過剖腹
產順利產下一名嬰產順利產下一名嬰
兒兒。。 新華社新華社

受傷孕婦誕嬰受傷孕婦誕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