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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狂徒縱火 22人罹難
宿舍房門反鎖 有燒汽油痕跡 疑犯失聯半天終落網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旻 江蘇

常熟報道）一場人為縱火瞬間吞噬

22條鮮活的生命。江蘇常熟市委政

法委書記吳軍昨日傍晚在新聞發佈會

上公佈：16日凌晨4時29分，發生

在虞山鎮漕涇新村二區74幢的火災

已證實有22人死亡，輕傷3人，6人

獲救。吳軍表示，經公安部門調查取

證，這是一宗縱火案，被公安部門立

案偵查，疑犯姜某已被抓獲。據了

解，現場有汽油焚燒的痕跡，且房門

均被反鎖。

內地最低工資排名：上海2300元居首 廣西包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全國多
個省市已經上調了今年的最低工資標
準。統計發現，截至前日，上海、天
津、江蘇、山東等11個省市及深圳已上
調了最低工資標準。各省市最低工資標
準相差較大，根據排名，上海的最低工

資以2,300元（人民幣，下同）繼續位列
榜首，西藏和廣西排名則墊底，其中廣
西第四檔最低工資僅為1,000元，不及上
海的一半，成為全國工資標準最低的地
區。

京津深超2000元
從今年4月1日起，上海將月最低工資

標準從2,190元上調至2,300元，各地隨
即陸續上調。5月1日，陝西第一檔最低
工資上調至1,680元。青海將原來的三檔
工資統一為一檔，上調至1,500元，平均
增加240元。雖然廣東省今年尚未調整
最低工資，但深圳在6月單獨將標準調
整為2,130元，較廣東省第一檔最低工資
高235元。7月，進入最低工資的密集調
整期，天津、江蘇、福建、貴州、湖南
同時執行各自新的標準。7月13日，北

京市人社局宣佈，將在9月上調最低工
資標準，由目前的每月 1,890元調整為
2,000元。
本輪調整後，上海、天津、北京的月

最低工資標準已超過2,000元。同時，作
為一線城市，深圳的最低工資標準一直
領跑全國，早在2015年，深圳的最低工
資標準就已經達到2,030元，今年則上調
至2,130元，超過了天津和北京，僅次於
上海。

尚有九省份未公佈
根據規定，最低工資標準每兩年至少

調整一次，至今兩年的調整期已過，廣
東、新疆、內蒙古、山西、河南、四
川、寧夏、西藏、廣西九省份尚未公佈
最低工資的調整方案。雖然今年上半年
有11個省市和深圳上調最低工資，在數

量上超過了去年全年，但總體漲幅較
低，比如，北京今年最低工資的上調幅
度僅約5.8%。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
院唐鈞表示，最低工資標準上調幅度降
低，主要與近幾年經濟增長放緩有關。
他認為，宏觀經濟增長有所放緩、各地
物價的漲幅也較為平穩，是最低工資漲
幅回落的主要原因。
除了受經濟增長影響外，中國國際經

濟交流中心副總經濟師徐洪才還認為，
推動企業降成本也是重要原因。他表
示，近些年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上漲較
快，給部分企業的生產經營帶來一定壓
力。因此，地方政府也在推動供給側結
構性改革，適當降低工資漲幅，為企業
降成本。徐洪才表示，最低工資標準上
調幅度降低，對勞動密集型產業會有一
定影響。

深超市砍人釀2死9傷
菜刀男被擒

香港文匯報訊
據深圳市公安局寶
安分局官方微博
「平安寶安」消
息， 深圳市公安
局寶安分局16日
晚對外發佈官方通
報：16 日晚 9 時
許，深圳寶安區西
鄉金港華庭沃爾瑪
超市內，一名男子
持菜刀傷人。

寶安警方接報後迅速趕赴現場，將30歲
的疑犯蔣某（男，重慶人）抓獲，並協助
120將受傷人員送往醫院全力救治。目前已
有2人死亡，9人受傷。深圳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視，正全力組織救治傷員。案件正在進
一步偵破中。

昨日凌晨4時半左右，常熟公安部門接到群
眾報警，稱虞山鎮漕涇新村二區74幢發生

火災。指揮中心立即調集14輛消防車，71名消
防官兵趕赴現場處置，並於1小時後將大火撲
滅。
事發地為一處城市居民出租商品房屋，係江
蘇四阿哥餐飲管理有限公司租住的員工宿舍。起
火建築為兩層帶閣樓磚混結構，建築面積約200
平方米，過火面積約200平方米，現場有汽油焚
燒的痕跡，房門均被反鎖。經調查核實，事發時
該房屋內共住有29人。在昨日傍晚舉行新聞發
佈會上，常熟當地警方公佈，經對現場徹底清
理，確認死亡22人，其中男15人、女7人，6人
（5男1女）被救離現場，其中3人受輕傷，無生
命危險，目前正在醫院接受治療。常熟市成立了
24個由司法、民政、心理疏導專業人員等組成
的善後處置工作小組，「一對一」做好死者和傷
者家屬的接待安撫工作。

疑犯一度藏匿天台水箱
火災發生後，江蘇省、蘇州市、常熟等三級
公安機關，組成專案組，全力開展調查。專案組
組織警力對該宗火災進行認真細緻全面調查。經
現場勘查、走訪及技術鑒定，確定該火災係人為
縱火，並認定案中失聯人姜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通過大量走訪調查，現場勘查和廣泛搜查，發現
疑犯姜某藏匿於漕涇五區3幢2單元天台水箱
內。

與涉事餐廳老闆係親戚
專案組於昨日下午15時30分許，將姜某抓
獲。據了解，41歲的疑犯姜某與江蘇四阿哥餐
飲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姜宗懷是叔伯關係。

香港文匯報記
者於昨日下午趕
至事發現場，在

案發地四周約四百米處，已被警方拉起了
警戒線，禁止閒人接近。路旁停着消防指
揮車和火場勘察車，雖然距離事發時間已
經過去了十多個小時，周圍依然擠滿了數
百名驚魂未定的當地民眾，不斷還有人們
湧來遠遠眺望，能明顯看見一大片被大火
燻黑的整面牆體。起火建築樓下有約7
名、8名警察在值守，一百米內不允許任
何人靠近，但仍不時有人試圖穿過警戒

線，卻都被警察攔住，有人拿着手機對着
裡面拍照，亦被警察喝止。
記者在現場看到一位保安，繪聲繪色

地對路旁扎堆圍觀的人們說，是監控錄
像幫助破的案。他說，疑犯是四阿哥餐
飲管理有限公司老闆的親戚，因找老闆
借錢未成而縱火報復。這名保安說，這
人因嗜賭以前曾找老闆借過錢，老闆也
借過給他。「但反覆借，又不還，老闆
自然不樂意了。」該保安說，「監控錄
像上顯示，凌晨一點，疑犯來轉了一
圈，三點又來轉悠，凌晨四點往地上撒

了點東西，估計是汽油，就點火了。」
周圍的民眾聽了直歎氣，說：「太可

惡了！也不能用這種方法報復。死的許
多人還很年輕，不少都沒結婚呢！」此
保安還披露，正是由於疑犯縱火之後，
還特別把房門反鎖，才導致裡面住客大
都無法逃生，四阿哥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老闆也被警方調查。另外香港文匯報記
者亦曾到涉事的「四阿哥私房菜」處採
訪，唯該餐廳已經緊閉大門，並用桌子
和椅子封住門口。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旻 常熟報道

嗜賭屢向老闆借錢 被拒後縱火報復

香港文匯報訊 據雲南網報道，經市民
舉報，在工商、公安部門的配合下，雲南
麗江市旅發委日前對麗江海迪螺旋藻物流
中心進行了現場檢查，發現麗江新雲嶺旅
行社、恰和旅行社等16家旅行社，趙某、
吳某等 127名導遊涉嫌違反省市相關規
定，安排團隊進店購物。
因海迪螺旋藻物流中心涉嫌存在違法違

規行為，工商、公安部門依法暫扣了商家
的售貨憑證及電腦。目前，麗江市旅發委
及工商、公安部門正在對涉事的旅行社、
導遊、購物商家作進一步調查核實，一經
查實，將依法處理。
據介紹，麗江市下一步將針對旅遊行業

中玉石製品市場存在的突出問題進行嚴厲
打擊，以零容忍的堅決態度開展整治活
動。

麗江16旅社過百導遊被查
下一步嚴打玉石市場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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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央視新聞
報道，今年第4號颱風「塔拉斯」，昨
日8時移動至位於距離三亞偏南方約70
公里的近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風力
達 9 級，預計繼續向西北偏西方向移
動，將從海南島南部近海擦過，今日凌
晨在越南北部沿海登陸。海南省氣象局
昨日上午6時30分繼續發佈暴雨四級預
警，9時繼續發佈颱風三級預警。
受其影響，北部灣南部海面，海南島

東部和南部海面昨晨風力8至10級、陣
風10級，其中「塔拉斯」經過的附近海
面旋轉風9級、陣風10至11級。海南島
南部地區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東
部和中部地區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西部和北部地區有小到中雨。受颱風
「塔拉斯」影響，瓊州海峽於前日下午4

時起全線停航，粵海鐵路6趟進出島旅
客列車停運；海南環島高鐵於前日下午1
時起全部動車組列車臨時停運。

63驢友被困粵海島
另據中新社報道，「塔拉斯」亦使在

廣東省陽江市南鵬島露營的63名驢友昨
日被困海島，身處險境。經中國交通運
輸部南海救助局緊急海空立體施救，涉
險驢友最終安全脫困。
據南海救助局昨日通報稱，當日早上8
時19分，該局值班室接到湛江救助基地
陽江救助站接報，稱前日有四支驢友隊
伍前往廣東陽江外海南鵬島露營，由於
受颱風影響，地方海上交通受阻，63名
驢友被困在島上。南海救助局立即啟動
應急救助預案，在陽江救助站值班的高

速救助船「南海救203」輪快速出動，在
陽江閘坡值班的大功率救助船「南海救
111」輪前往增援，與此同時，在珠海值
班的專業救助直升機B-7136緊急出動，
前往救助。
約 3 小時後，救助船機先後抵達現

場。颱風令現場救助作業增加了一定困
難，經救助指揮評估，為確保涉險人員
安全，決定採取海空立體救助方式進行
救援，由B-7136機組人員與救助船緊密
配合，實施分批快速轉運。
救助人員將25名老人、婦女、兒童等

行動不便者安排由救助直升機首批直接
送往陸地；以青壯年人員為主的人員，
分別通過直升機吊放轉運15人至「南海
救111」輪，通過「南海救203」輪施放
救助艇安全轉移9人。12時40分，25名

由直升機轉運人員安全落地珠海機場，
經確認後自行離開。24名獲救至救助船
的人員由「南海救203」輪接力救援轉運
陸地，於15時 40分安全送抵陽江救助
站。其餘14人經陽江市應急辦確認，已
由其它快艇轉移至安全地方。

颱風「塔拉斯」掠過 海南環島高鐵停駛

■B-7136將受困驢友分批送至安全地方。
中新社

火 光 熊 熊 ■常熟市昨日舉行新聞發佈會，指火災已導致
22人死亡，3人輕傷。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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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最低工資以2,300元領先全國。
資料圖片

災 場 狼 藉

■警察拉起警戒線封鎖事發地路口。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 攝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警方趕赴現場將疑
犯抓獲。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