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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濱海新區如期開學
實時監測保環境質量 對學生進行心理輔導

據中新社報道，8月12日夜，位於天津市濱海新區
天津港瑞海公司的一處危險品倉庫發生火災爆炸

事故，距離事故現場較近的多所中小學校舍也受到不
同程度的損傷。從8月13日凌晨開始，天津開發區第
二小學就成為事故安置點，由於受爆炸影響，該校校
舍也受到損壞。

全面修繕校舍 具備開學條件
「天塌了也不能耽誤孩子們上學。」一位老先生驅車
送外孫女到天津開發區第二小學上課，面對記者的採
訪，他表示，再大的災難都不能影響孩子們讀書。家住
萬通新城的呂先生也是一早就送兒子上學，「來學校看
了看，環境監測車、保衛都一應俱全，老師們也都說沒
問題，我們做父母的也就放心了。」他說，房子在這次
爆炸事故中受損了，如今一家三口寄居父母家，雖然對
環境還有疑慮，但不能影響孩子讀書。
天津開發區第二小學總務處負責人介紹，學校已具備
正常開學條件。為讓家長放心，學校周圍還有空氣質
量監測車，一天兩次監測學校周邊空氣質量，並向學校
通報。

學生有說有笑 積極面對困難
除了天津開發區第二小學，距離此次爆炸事故核心地

點較近的天津泰達楓葉國際學校，8月30日為學生們完
成了報到註冊。該校總領事劉長永介紹說，今年學校的
暑假格外不同，學校為所有的學生準備了一次特殊的開
學典禮和新學期第一課。在緬懷遇難者的同時，更重要
的是教育學生在困難面前懷有積極的人生態度。「真實
發生在身邊的事，才是孩子們成長最好的教材，經歷過

風雨，才會有堅實的人生。」劉長永稱，學校會對這次
事故發生時，寄宿在校的逾800名學生進行心理輔導，
作為他們開學後的第一課。
在位於天津市濱海新區第四大街的天津經濟技術開發

區第二中學，昨日早上不到8時，就有學生陸續走進校
門，見到相熟的同學，不少學生還開起玩笑。「好久不
見，非常想念。」接受採訪時，這些高年級的學生們
說：「學校還是和原來一樣漂亮，各項設施都應該修好
了，不會對我們的學習生活產生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 昨日是天津港「8·12」爆炸

事故第20天，也是天津濱海新區逾300所中

小學迎來開學的第一天，受爆炸事故影響的校

舍、玻璃和門窗已修繕一新，環境監測車也實

時監測區域內環境質量，保障孩子們在正常的

環境中學習上課。此外，天津泰達楓葉國際學

校總領事劉長永稱，除了教育學生在困難面前

懷有積極的人生態度，學校還會對這次事故發

生時，寄宿在校的逾800名學生進行心理輔

導，作為他們開學後的第一課。

武
長
順
曾
送
楊
棟
樑
母
20
萬
元
戒
指

香港文匯報訊 近日有相關人
士透露，國家安監總局原局長楊
棟樑被調查後，天津「首虎」武
長順曾向其送禮之事敗露。該相
關人士稱，有關部門工作人員數
日前，從楊棟樑母親家中取走了
一個首飾盒子，盒中裝有一枚估
值在人民幣20萬元左右的戒指。
這枚戒指是數年前武長順送給楊
棟樑母親的。他還透露了其中一
個細節：這枚戒指被送過兩次，
第一次楊棟樑以「太小了，戴不
上」為由將其退還，後來武長順
又派司機送過來一次，楊棟樑母
親收下了。
據澎湃新聞報道，2015 年 8
月18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
宣佈，「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
理總局局長、黨組書記楊棟樑
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
受組織調查。」8月 26日，楊
棟樑職務被免。

楊棟樑天津任職18年
楊棟樑公開簡歷顯示，在

2012年5月升任國家安監總局局
長之前，其在天津任職長達18
年。其中，2001年3月，楊棟樑
出任天津市副市長，其後兼任市
國資委主任數年。2005 年 12
月，楊棟樑進入市委常委班子，
2007年12月出任常務副市長直
至上調北京任職。同一時間段
內，武長順擔任過的職位包括：
天津市公安局黨委副書記（後升
任黨委書記）、局長，武警天津
總隊第一政治委員、黨委第一書
記，天津市委政法委副書記，並
於 2011 年任天津市政協副主
席、黨組成員。
2014年7月20日中午，中央紀
委監察部網站發佈消息稱，「天
津市政協副主席、市公安局局長
武長順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
正接受組織調查。」2015年2月
13日，天津人稱「武爺」的武長
順被「雙開」並移送司法機關。
中央紀委在公佈調查結果時，提
到其貪污巨額公款、收受巨額賄
賂、濫用職權等問題。其中，貪
污、受賄、行賄、挪用公款、濫
用職權問題涉嫌犯罪。
據《中國紀檢監察》雜誌此前

報道，2014年3月28日，中央第
五巡視組進駐天津。天津幹部群
眾反腐敗熱情高漲。3個月間，
巡視組收到來信逾5,000封，來
電逾3,000個，來訪逾4,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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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埋65小時生還者病情好轉
香港文匯報訊 解放軍254醫院昨日透露，在天津港爆

炸事故廢墟中被困65小時的生還者韓鳳群當日上午轉出
ICU，進入普通病房。
據中新社報道，8月15日，在爆炸核心區被埋65小

時的韓鳳群被防化部隊救出，送至解放軍 254醫院
時，韓仍處於昏迷狀態，呼吸衰竭，全身多處骨折，
肺爆裂傷，腦挫裂傷，硬膜外血腫，右腎血腫，肝腎
功能不全。
在國家救援專家組的幫助下，解放軍254醫院全力營
救，經過長達17天的治療，韓鳳群今已病情好轉，他甚

至能清晰地表述自己的飲食情況。醫院方面透露，昨日
上午，韓鳳群轉入普通病房，此舉也意味着韓鳳群脫離
了生命危險。
天津港「8·12」火災爆炸事故進入第20天。據事故現
場新聞中心昨日下午透露，截至當天下午3時，共發現
遇難者158人，並全部確認身份。其中，公安消防人員
23人，天津港消防人員71人，民警11人，其他人員53
人。失聯者15人中，公安消防人員1人，天津港消防人
員9人，其他人員5人。住院治療356人，其中危重症4
人，重症13人，累計出院442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若溪、實習記
者陳靜雅深圳報道）深圳交警昨日首
次將交通違法納入個人徵信系統。首批
3,052 名行人因闖紅燈逾期未交罰款
者，將納入到個人誠信記錄中，他們將
在入學、貸款、就業、拍買號牌等方面
受到影響。深圳交警表示，覆蓋範圍不
僅限於深圳戶籍人士，也包括港澳、外
籍、非深圳戶籍人士，都將統一納入管
理範圍。

逾期交罰款 信用留污點
從8月3日至22日，深圳交警共查處
非機動車違法25,122宗，其中行人違法
14,178宗。深圳交警局副局長徐煒表
示，行人闖紅燈屬於城市不文明行為。
「這首批的3,052人將納入到個人徵信
系統檔案。對於仍不繳納罰款的違法
者，將不能考駕駛證及辦理小汽車搖號
等相關業務，甚至不能辦理居住證。即

便以後補交罰款也不能消除個人誠信的
污點，考到了駕照信用也較低。」
據徐煒介紹，徵信信息在相關行

業、機構、企業經用戶同意授權以
後，可以查詢到並作為個人信用的參
考，其中包括出行、住宿、租房、社
交、婚戀、求職、保險、金融、簽
證、政務、公共服務等場景，都可能
受個人誠信檔案的影響。
徐煒表示，對行人、非機動車輛的記

錄只針對不交納罰金的行為，闖紅燈不
會被簡單地記錄進個人誠信檔案，及時
交納罰款或自願接受現場教育，將不會
錄入徵信系統。個人可通過支付寶開通
芝麻信用功能，查看自己的信用。
深圳交警表示，下一步個人徵信系統

將列入常態管理中，將把機動車違法和
職業駕駛員納入個人徵信系統，對於重
大交通事故、逃逸、多次違法、失信和
代扣分等行為列入到個人徵信系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國家發改委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
興司周建平昨日在北京表示，全國現
有獨立工礦區450多個，因獨立工礦
區部分地方已不適合居住，如開採後
出現土地塌陷等問題，其中急需搬遷
改造的有130個，東北大概涉及50個
左右。國務院將在預算內安排專項資
金來支持獨立工礦區的搬遷改造。
周建平指出，建國後，在工業化過
程中東北地區很多城鎮是因礦設市、
因礦設鎮。但隨着不斷開採，資源逐
步枯竭，獨立工礦區面臨着很大問
題。過去這方面認知不到位，在發展
過程中資源開採的科學性、合理性存
在問題，對環境造成了很大影響。
周建平表示，對於獨立工礦區搬遷
改造主要從四方面給予支持。
一是支持基礎設施建設，解決遠
離市中心道路不通和電信電纜通訊
問題；
二是加快公共基礎設施建設；
三是有嚴重安全隱患的實施避險安
置，有些房子地下已經塌陷，有的房
子已經開裂，將盡快實施避險安置；
四是支持發展接續替代產業，主要
是平台建設，為轉型和接續產業發展
創造條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玨北京報道）抗戰勝利70周
年紀念活動新聞中心昨日就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情況舉行
發佈會，中央黨校政法部常務副主任卓澤淵受邀介紹，
並解讀紀念抗戰勝利和全面依法治國的情況。在發佈會
上卓澤淵對由江澤民題詞的中央黨校校名臥石遷移一事
作出回應，他表示，遷移是為了訪客安全，並非對江澤
民的不尊重，「我們一如既往地尊重他」。
卓澤淵稱，很多人到了中央黨校大門口都想去照相，

照相最好的背景就是黨校校名，而碑前就是交通要道，
常常因為照相的人影響交通，也會影響照相人的生命安

全。基於這個原因，中央黨校統一安排裝修裝飾，把它
移進了主樓之前。這並非是對江澤民同志的不尊重。
同時，在這次的統一裝修規劃中，中央黨校還在校

園內的中軸線上矗立了馬恩塑像和毛澤東、鄧小平的
塑像。
此外，中央黨校網站昨天亦以答校園網記者提問的形

式刊文指出，在中央黨校放置哪些雕像，是經過校委會
慎重考慮的。這次增設雕塑，就是要為校園增加紅色實
體元素，使校園「又綠又紅」、「綠中有紅」，集中展
示「黨校姓黨」的內涵。

中央黨校：移校名臥石為訪客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若溪深圳報道）今年以來，內
地各種網絡「專車」、「快車」等紛紛上線，通過對私
家車司機和乘客雙向金錢補貼，滿足部分市民的個性化
出行需求。深圳市交委客運管理局於昨日，聯合深圳市
公安局公交分局等單位，約談滴滴打車、優步深圳、易
到用車3家專車平台企業，指出私家車、租賃車從事客
運服務的行為，屬違法經營行為，並提出限期整改要
求，同時備案相關車主車輛信息至公安部門。
深圳交委客運管理局表示，按照已查取的證據材料、

現有法律和國家交通運輸部規定，私家車接入互聯網平

台參與營運，實質上是以贏利為目的、為非特定對象提
供運輸服務的非法營運行為，屬違法經營行為。各平台
企業要依法依規經營，自查自糾、立即整改，否則將根
據有關法規對相關平台進行處罰。此外，深圳交委客運
管理局已啟動出租車行業改革方案的研究工作，將盡快
制定出台深圳網絡約租車的相關管理辦法。
深圳市公安公交分局則表示，各平台企業要限期將接

入平台的車輛、駕駛員信息報送公安部門備案。滴滴打
車、優步深圳等平台企業表示，將全面配合交通、公安
部門，認真自查自糾，依法提供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 新修訂的《廣告法》今日
正式實施，這意味着今後未滿10周歲的小
「萌娃」將不能作廣告代言人。國家工商總
局廣告監督管理司司長張國華昨日表示，兒
童不能作代言人並不意味着不能做廣告，兒
童可以出現在廣告畫面中進行表演。
據新華社報道，新《廣告法》明確規定，
「不得利用不滿十周歲的未成年人作為廣告
代言人」。張國華表示，法律作出這一規定
主要是考慮兒童屬於無完全行為能力者，進
行廣告代言既違背了廣告的真實性原則，也
不利於其身心健康成長。

昨日農曆七月十八，俗稱「鬼王潮」，錢
江潮浪濤洶湧。浙江杭州九溪珊瑚沙水閘的
錢江潮撲上堤岸，掀翻眾多觀潮者。

■中新社

新《廣告法》：禁未滿10歲代言

錢塘江「鬼王潮」掀翻觀潮者

深圳交委：私家車營運屬違法

深交通違法納入個人徵信深交通違法納入個人徵信

■■天津濱海新區中小學天津濱海新區中小學
如期開學如期開學。。圖為學生們圖為學生們
開學報到開學報到。。 中新社中新社

■■剛剛開學剛剛開學，，
學生們在查找學生們在查找
班級信息班級信息。。

中新社中新社

■交警在深圳福田一處路口阻止擅闖紅燈的行人。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教育部網站昨日發佈《關
於進一步加強教育新聞發佈工作的實施意
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要求各地
各高校設立新聞發言人，發言人根據授權發
佈信息、闡述立場，發言人名單及工作機構
聯繫方式要定期向社會公佈。
據新華社報道，《意見》要求各地各校研

究制定重要政策文件、規劃方案時，要同步
部署發佈和解讀工作。涉及師生切身利益的
重大政策出台前要廣泛徵求意見，出台後要
深入解讀相關背景、主要內容、落實舉措。
要積極回應熱點難點，有針對性地發佈信
息、澄清事實、解疑釋惑、凝聚共識。

各高校將設新聞發言人

天 津 大 爆 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