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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醫出診遭刺殺 天津批捕三兇嫌

北京暴雨持續 長城遊暫謝客
百餘近郊景區關閉 大量航班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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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局出新規 規範機票退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北京報道）北京暴雨昨日仍

在持續，城區累計降雨量已經達到120.7毫米。考慮到強

降水誘發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質災害等次生災害，

居庸關長城、慕田峪長城、古北水鎮等179家近郊景區臨

時關閉。與此同時，受雷雨天氣影響，首都機場通行能力

下降30%，進出港航班出現大規模延誤和取消。截至昨日

下午3點，約有300餘架次航班被迫取消，大量旅客滯留

候機廳。氣象部門預測，本輪降雨將於今日逐漸停止並轉

為多雲天氣。

連續兩日的暴雨給北京市民出
行帶來極大不便，一位在海

淀某互聯網公司就職的李先生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表示，由於怕
積水影響自駕出行，昨日同事大都
選擇坐地鐵上班。他指出，地鐵站
周圍大雨積水較多，許多上班族不
得不蹚水上班，「公司周圍的便利
店拖鞋都賣沒了，還好我們公司有
準備，貼心地給每位員工準備了免
費的拖鞋和T恤。」

快遞外賣員雨中飛馳
與此同時，受暴雨影響，外賣、

快遞、同城跑腿等業務量猛增。飛
馳在雨中的快遞員、外賣小哥，格
外令人敬佩。天貓超市北京地區負
責人介紹，為保證市民的日常生
活，出動了數千名快遞小哥配送，
保證急需日常物資1小時送達。受
訪的快遞小哥表示，快遞業要求嚴
格，比如北京本市的快件，當天必
須送達。

「最近北京暴雨，某些路段因積
水封路，一天能收到幾十個催單電
話。」快遞小哥無奈地表示，快遞
平台可不會因暴雨停擺，只能盡
力，或請求諒解。

天安門遊客熱情不減
暴雨並未澆熄遊客的熱情。昨日

清晨，數百位遊客頂着暴雨遊覽天
安門廣場。考慮到強降水誘發的中
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質災害等次
生災害，北京市旅遊部門臨時關閉
了居庸關長城、慕田峪長城、古北
水鎮等179家近郊景區。
另據央視報道，持續的雷雨天

氣，致使首都機場航班運行受到較
大影響。數據顯示，昨日首都機場
通行能力下降30%，進出港航班出
現大規模延誤和取消。截至昨日下
午 3點，300 餘架次航班被迫取
消，大量旅客滯留候機廳。旅客孫
小姐表示，航班已被改期到18日，
期待未來雨勢能有所緩解。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應急管理
部17日在四川宜賓市召開「7．12」重大爆炸着
火事故現場會，剖析事故原因，總結事故教訓。
記者從會上了解到，現已初步查明事故企業宜賓
恒達科技有限公司嚴重違法違規，且根本不具備
安全生產條件及能力；地方政府安全紅線意識不
牢、職能部門監管不嚴格，客觀上縱容了企業的
違法行為。應急管理部要求各地深刻吸取事故教
訓，進一步做好化工危化品安全監管工作。

生產秩序混亂 嚴重違法違規
「『7．12』重大爆炸事故是一起典型的嚴重
違法違規導致的生產安全事故，性質非常惡
劣。」應急管理部黨組成員王浩水在現場會上表
示，這起事故充分暴露出企業主要負責人視法律
法規為兒戲，地方政府安全發展理念不牢，安全
生產工作乏力，化工危化品安全監管重點工作不
落實等突出問題，教訓極為深刻。

積極救治傷者 全面追責問責
應急管理部監管三司司長孫廣宇通報，事故企業
存在未批先建、違法違規組織生產等問題，同時
企業生產工藝未經正規設計，基本未安裝安全設
施，安全管理極其混亂，安全管理人員、操作人
員的素質能力無法滿足安全要求。
同時，企業的設計多處不符合相關規定要求，
安全評價報告不規範，有關設計、評價單位工作
存在失職。

初步調查還發現，地方政府安全紅線意識不
牢，有關部門監管不嚴格，監管手段乏力，均客
觀上縱容了企業。
王浩水要求，各地要牢固樹立安全發展理念，

四川要認真嚴肅查處這起事故。同時，針對事故
暴露出的問題，各地要繼續深化精細化工安全專
項整治，通過以強化政府監管推動企業落實主體
責任，嚴厲打擊安全生產違法行為。
7月12日晚，位於四川省宜賓市江安縣一工業

園區內的宜賓恒達科技有限公司發生爆炸着火，
造成19人死亡、12人受傷。事故發生後，四川省
政府已成立調查組，表示將在徹底查清事故原因
基礎上，依法依規嚴肅追責問責。目前，遇難者
全部得到撫恤，傷者得到妥善救治，事故詳細情
況還有待進一步調查。

川爆燃事故現場會召開
應急部：地方監管乏力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天
津市人民檢察院發佈消
息，7月17日，天津市
東麗區人民檢察院對公
安機關提請逮捕的武警
某醫院暴力殺醫案犯罪
嫌疑人元某洪、李某、
元某以涉嫌故意殺人罪
依法批准逮捕。

出診時無故遇襲
7月12日上午，天津武警後勤學院附屬醫院47歲醫
生趙軍艷在出診時被3名歹徒刺中數刀後身亡。據該
院發佈的《關於我院發生暴力傷醫事件的情況通
報》，這起惡性暴力傷醫事件發生於7月12日上午9
時55分。消化內科主治醫師趙軍艷（女，47歲）在
門診出診時被3名歹徒無故襲擊，趙軍艷奮起反抗，
與歹徒搏鬥，身中數刀倒在血泊當中。
事發後，醫院組織多學科專家全力搶救，但趙軍艷
終因傷情過重，於當日17時10分不幸殉職。

醫院通報指，犯罪嫌疑人並非趙醫生收治的患者。
該院認為此暴力傷醫的違法行為令人髮指、讓人憤
慨，醫院將全力協助公安機關一查到底依法嚴懲兇
手。
記者在掛號網上看到，趙軍艷醫生的口碑頗佳，多
名曾找其就診過的患者稱，趙軍艷醫生醫術精湛，熱
情親切、十分敬業，是大家信賴的好醫生。

暴力傷醫須嚴懲
醫院官網資料顯示，趙軍艷是副主任醫師，醫學博
士。熟練掌握無痛苦胃腸鏡檢查內鏡下治療工作，尤
其擅長肝硬化、肝癌、胰腺炎以及胃炎合併糖尿病、
腎病等病的中西醫結合治療，對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
的診治及膠囊內鏡檢查診斷方面有豐富經驗。參研國
家教育部課題1項，參編教材3部，在專業核心期刊
發表論文16篇。
事件發生後，《解放軍報》刊發了署名「鈞正平」

的評論文章，指糾紛、不滿，都不是訴諸暴力的借
口。醫生守護你我的平安，卻頻頻被遷怒而遭受暴力
對待，法律必須「零容忍」嚴懲。

文章指，杜絕暴力傷醫，是全社會所有人的共同責
任，包括每名網民。
前些年，每當有暴力傷醫事件發生，總有個別網民

強調什麼「一個巴掌拍不響」等謬論，用貌似「理
性」的態度借題發揮，甚至攻訐醫護人員，助長了傷
醫惡行，暴力傷醫。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
報道，中國國家發改委新
聞發言人嚴鵬程17日在新
聞發佈會上透露，為懲戒
失信者，截至6月底，中國
已累計限制1,222萬人次購
買機票，限制購買458萬人
次動車高鐵票，限制28萬
人次擔任企業法定代表
人、董事、監事和高管。
失信懲戒機制針對的是

具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生
效法律文書確定義務的群
體。這一群體被俗稱為
「老賴」。
目前，中國針對失信被

執行人採取的措施有：禁
止部分高消費行為，包括
禁止乘坐飛機、列車軟
臥；實施其他信用懲戒，
包括限制在金融機構貸款
或辦理信用卡等。
對於中國社會信用體系

的建設，嚴鵬程17日透
露，多機構的聯合獎懲措
施已持續顯威。

在法院執行領域，截至
6月底，全國法院累計發
佈失信被執行人名單1,123
萬例，280萬失信被執行
人懾於信用懲戒主動履行
義務。隨着聯合懲戒作用
日益凸顯，失信被執行人
自動履行率逐步提高，失
信名單數呈下降趨勢。
在稅收徵管領域，各級

稅務機關累計公佈稅收違
法「黑名單」案件10,340
件，2018年上半年共新增
公佈2,781件。
各級稅務機關共對「黑

名單」當事人實施懲戒1.5
萬戶次。
信用體系的基礎建設也

日趨堅實。嚴鵬程透露，
目前，全國企業、社會組
織、機關事業單位存量代
碼轉換率已達100%，個體
工商戶存量代碼轉換率達
99.6%。統一社會信用代碼
在各領域得到廣泛應用，
基本實現「一照一碼」。

1222萬人次
因失信被限購機票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17日，中國水利部部長鄂
竟平在北京參加新聞發佈會時表
示，截至今年6月底，全國31個
省、自治區、直轄市已全面建立
河長制，提前半年完成中央確定
的目標任務。鄂竟平指出，河長
制的組織體系、制度體系、責任
體系初步形成，已實現河長「有
名」。
具體來看，一是組織體系全面

建立，百萬河長上榜。鄂竟平
稱，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
轄市）共明確省、市、縣、鄉四
級河長30多萬名，其中29個省
份還將河長體系延伸至村，設立
村級河長76萬名，打通了河長
制「最後一公里」。

問責激勵等制度出台
同時，31個省的省、市、縣
三級均成立了河長制辦公室，承
擔河長制的日常工作。
二是配套制度全部出台，規矩

機制上線。鄂竟平表示，各地已
建立了河長會議制度、信息共享
制度、信息報送制度、工作督察
制度、考核問責與激勵制度、驗
收制度等6項制度，還結合本地
實際出台了河長巡河、工作督辦
等配套制度，保障了河長制順利
進行。
三是各級河長開始履職，黨政

領導上崗。截至目前，各省級河
長已巡河巡湖926人次，市、
縣、鄉級河長巡河巡湖210多萬
人次。

負責整治河湖突出問題
鄂竟平表示，針對河湖存在的

突出問題，各級河長組織開展了
河湖整治，水利部部署了入河排
污口、岸線保護、非法採砂等一
系列專項整治行動。目前，一些

地方已取得初步成效，河湖面貌發生了明顯
的改善。鄂竟平亦強調，河湖管理保護是一
項複雜的系統工程，解決這些問題，還需要
持續發力、久久為功。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浙江省寧波
市公安局、寧波海關、寧波市稅務局、中國人
民銀行寧波市中心支行17日對外發佈，經過
一年多的經營、偵辦，四家單位聯合破獲了一
起出口服裝騙取退稅的重大案件。
據悉，該案值超8億元（人民幣，下同），
涉嫌虛開和騙取退稅6,000多萬元，徹底摧毀
了一個橫跨浙江、江蘇等13個省市作案的騙
取出口退稅犯罪團夥。

海關國稅等四部門聯合打擊
2017年6月，根據中國海關總署、中國國家

稅務總局、中國公安部、中國人民銀行四部委
聯合下發的案件線索，寧波海關、寧波市公安
局、寧波市稅務局、中國人民銀行寧波市中心
支行成立了打擊出口騙退稅「6．21」專案
組。
該組以主要犯罪嫌疑人金某為突破口，鎖

定13家本地針織企業、118家上游棉紗企業和
3家本地外貿出口企業為案件主要偵辦對象。
針對整個出口騙退稅犯罪鏈條上的虛開發

票、資金回流與出口貨物真實貨主等關鍵環
節，寧波四部門發揮各自業務優勢，分組開展
同步取證、上下聯打、橫向聯查，最終理清了
整個犯罪行為脈絡，共查實虛開增值稅專用發
票6,921份，案值合計8.15億元。
目前，該案已移交寧波市人民檢察院審查

起訴。
據悉，該案是自2012年中國海關總署、中

國國家稅務總局、中國公安部、中國人民銀行
四部委開展聯合打擊騙取出口退稅和虛開增值
稅專用發票專項工作以來，寧波市四部門查獲
的最為典型、脈絡最為清晰的買單配票騙取出
口退稅案件。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
社報道，中國民航局17日
披露，民航局已發佈了
《關於改進民航票務服務
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
《通知》），對航空公
司、在線旅行社平台和銷
售代理企業等在規範制
度、改進服務方面提出具
體要求。
《通知》從五個方面對

航空公司完善退改簽收費
制度並改進服務進行了規
範，特別要求制定機票退
改簽收費「階梯費率」。
同時強調，航空公司要嚴
格執行明碼標價規定，在
官網、APP等渠道的顯著
位置上及時、準確、全面
地公佈實際執行的國內航
線旅客運價種類、水平及
包括退改簽收費標準在內
的適用條件，在旅客購買
機票過程中，要清楚告知
旅客退改簽收費標準等條

件。與此同時，民航局還
要求中航協要加強行業自
律和監管，對違反退改簽
收費標準的OTA平台在
線旅行社平台、銷售代理
企業要依規進行嚴肅處
理；行業主管部門要加強
對退改簽收費監管，加快
構建以誠信體系為核心的
監督機制，建立航空公司
和銷售代理企業價格行為
信用檔案，對航空公司及
其銷售代理企業的不合規
行為要及時通報相關價格
主管部門依法查處，督促
航空公司根據本通知要求
制定提升民航票務服務工
作的實施方案，並監督落
實。

■■武警後勤學院附屬醫院武警後勤學院附屬醫院
集體弔唁遇襲身亡的趙軍集體弔唁遇襲身亡的趙軍
艷醫生艷醫生。。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四川宜賓恒達科四川宜賓恒達科
技有限公司技有限公司1212日晚日晚
間發生的爆燃事故間發生的爆燃事故
已導致已導致1919人死亡人死亡、、
1212人受傷人受傷。。 新華社新華社

■趙軍艷 網上圖片

■圖為昨日救援人員乘救生艇開展搜救作業。
中新社

■7月17日，北京連日降雨，遊客在北京
故宮遊覽興致不減。 中新社

■■77月月1616日日，，一名快餐配送員從北京一名快餐配送員從北京
西城區一段積水的路面騎過西城區一段積水的路面騎過。。新華社新華社

小啟
因版面安排關係，

「神州大地」今日暫
停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