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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化工廠爆炸6死30重傷
引發2.2級地震 巨大衝擊波震塌550米外房屋

事發地點位於響水縣生態化工園區，緊鄰響水、
灌南等縣共同的「母親河」灌河，肇事企業名

為江蘇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此次發生爆炸的是該公
司廠區內一處生產裝置，爆炸物質為苯。爆炸甚至引
發局部地震。中國地震台網測定，3月21日下午2時
48分，在江蘇鹽城市響水縣附近測得2.2級地震。

現場火光沖天門窗破碎
據臨近響水縣生態化工園區的陳家港鎮一張姓居民
介紹，當天下午，忽然望見化工園區發生火災，火勢
越來越大，隨即發生劇烈爆炸，現場濃煙翻滾、火光
沖天。
陳家港距發生爆炸的企業直線距離約1公里。爆炸
巨大的衝擊波將街道兩旁的門窗玻璃全部震碎。空氣
中瀰漫着異味。因為爆炸劇烈，距事發地550米遠的
一幢民宅被震塌。
爆炸產生的巨大衝擊波導致方圓數公里之內的大量
建築和物體受損，該位張姓居民家的門窗嚴重變形脫
落，玻璃全部震碎，他和家人也差點被震倒在內，所
幸並未受傷。不過附近受傷的居民不在少數，很多人
被震碎的玻璃擊中，或被倒塌的物體砸傷。
爆炸發生時，附近一戶居民家中正在舉行喪事，門

口的祭台被衝擊波震塌，各種物品散落一地。街上一
片狼藉，不時可見嚴重變形損毁的小汽車和「麵包車」。

不少孩子被玻璃擊傷頭臉
爆炸地點附近還有多處住宅區和學校，其中一所幼
兒園離爆炸圓心直線距離僅一公里多，事故發生時孩
子還未放學。當地居民提供的視頻和照片顯示，不少
孩子被碎玻璃擊中頭部和臉部，血流不止。
截至昨晚7時，江蘇省消防救援總隊已調派176輛

消防車、928名消防員到場處置，後續仍將有增援力
量趕赴現場，國家衛生健康委也調派醫療專家趕赴現
場馳援。
據鹽城市生態環境局通報，事故發生後，生態環境

部立即啟動突發性環境事故應急預案，組織相關人員
趕赴現場，迅速開展環境監測和應急處置工作。通過
對事故現場上風向、下風向以及灌河下游、園區內河
佈點採樣，並對有機物進行監測，事故產生的濃煙對
空氣質量產生較大影響，主要區域集中在園區及周邊
500米左右的上空，現場風速較大，擴散條件較好，
同時該區域為化工企業生產區，沒有居民居住，周邊
群眾也已經基本疏散。
通報稱，事故地點下游沒有飲用水源，群眾飲水安

全不受影響。相關監測工作仍在持續，將及時公佈。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記者 賀鵬飛及中新

社報道）昨日下午2時48分左右，江蘇省

響水縣一家化工企業發生嚴重爆炸事故，

導致當地發生2.2級地震。官方通報稱，截

至晚上7時，確認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30

人重傷；另有部分群眾不同程度輕傷，距

離爆炸地點550米遠的民房亦被震塌。應急

管理部黨組書記黃明率工作組緊急趕赴現

場，指導應急救援等相關處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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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上游新聞》調查，當日發
生爆炸事故的江蘇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7年4月5日，法人代表為陶在明，註冊資本
9,000萬元（人民幣，下同），目前在業主要負
責生產化學原料和化學製品。經查詢發現，該公
司曾多次被環保局處罰。
2016年7月，該公司因違反固體廢物管理制

度被江蘇省鹽城市響水縣環保局處以28萬元
罰款。
2017年9月，該公司因違反大氣污染防治管理
制度；違反固體廢物管理制度；被江蘇省鹽城市
響水縣環保局罰款處罰。
2018年5月24日，江蘇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
違反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和「三同時」制度和
固體廢物，響水縣環境保護局對其罰款48萬
元。「三同時」制度是指《環境保護法》第41
條規定：「建設項目中防治污染的設施，應當與
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產使用。
2018 年 5月 24日，據響環罰字〔2018〕18
號文件，對該公司採取逃避監管方式排放大氣污
染物和違反固體廢物管理制度的處罰，響水縣環
境保護局對其罰款53萬元。
去年4月，央視《經濟半小時》欄目以《非法
排污幾時休》為題，報道了蘇北灌河口三個化工
園區的環境污染問題，其中也包括陳家港。隨即
江蘇省委、省政府連夜成立專案組，趕赴現場實
地調查。

江蘇鹽城響水縣昨
日再度發生化工廠爆
炸事故，令 12 年前
同樣發生在該縣陳家

港化工集中區內的化工爆炸事故
重新拉回人們的記憶中。蘇北地
區灌河兩岸化工治理再度引發社
會高度關注。

2007 年 11 月 27 日上午 10 時 11
分，江蘇鹽城響水陳家港化工集中
區江蘇聯化化工有限公司發生一宗
爆炸事故，官方通報稱造成8人死
亡，多人受傷。事故原因為生產
分散藍79號濾餅的車間，一只容
積為5,000升的重氮化鹽反應釜溫
度超標，造成釜內的重氮化鹽過
熱分解，導致釜內的溫度失控發
生爆炸。

全長77.5公里的灌河是蘇北地區
最大的入海潮汐河，也是唯一沒有
閘壩礙航的天然河道，外可以直通
黃海、東海、渤海、南海四大海
域，與日本、韓國通航，被稱為
「蘇北生命河」、「蘇北的黃浦
江」。其中長45公里中下游主幹流
分屬連雲港的灌雲縣、灌南縣、鹽
城響水縣境內。

在2004年前後，隨着浙江、蘇南
等地的經濟發展開始注重環保，許
多污染嚴重的化工企業被淘汰出
局，而被掃地出門的化工企業成了

蘇北地區最搶手的工業引資項目。
至2009年，灌河45公里中下游主
幹流兩岸90公里岸線被連雲港的灌
雲縣、灌南縣、鹽城響水縣瘋狂瓜
分，密密麻麻地聚集着300餘家化
工企業和31家造船廠。

響水縣規劃面積10.5平方公里的
陳家港化工集中區，自2002年6月
建區 5 年間，已落戶 42 家化工企
業，投產運行38家。其中，除了3
家本地企業外，其餘都是從浙江台
州、無錫、常州，以及環太湖流域
的浙江湖州、江蘇宜興等地遷移而
來。

項目未審批就施工
灌河沿線三縣各自使出渾身招

數 ， 展 開 了 新 的 「 灌 江 口 鬥
法」。重複佈點、惡性競爭不斷
在上演。除了以低地價、減免稅
收招商外，甚至以停水斷電相威
脅，而有的項目未通過審批就迫
不及待地開始施工。僅 2004 年一
年，灌河入海口就相繼建成連雲
港化工園區、灌南化工園區、雙
港化工園區、陳家港化工園區四
個省級化工業集中區。

2009年3月，香港文匯報記者曾
採訪響水縣化工產業，在陳家港
化工集中區，空氣中瀰漫着刺鼻
的味道。國家規定，每個產業園

區都必須建設相配套的污水處理
廠，污水經處理達標後才能排放
入（河）海。但在離灌河最近、
離入海口最近的響水縣陳家港化
工集中區內，僅有一家污水處理
廠，當時污水處理能力只有每日
5,000噸，而僅園區內最大的化工
企業裕廊集團日處理的廢水量就
達到8,549.98噸。

污水直接排入灌河
據悉，當年雲集在灌河口的300

多家化工企業，許多化工廠直接將
污水排入灌河。據當年國家環保總
局的監測顯示，灌河口正成為中國
沿海污染最嚴重的海域之一。江蘇
省人大曾對當地負責人問責，江蘇
省環保廳等部門也多次督查，有關
縣市雖進行整改，但污染狀況仍無
大的改觀。

響水縣招商辦官員曾認為，先污
染後治理，已經被西方國家反覆論
證許多年，已經成了一個發展的公
理，要發展工業都逃不過這一劫。
時任響水縣環保局局長負責人表
示：在溫飽和環保面前，人們肯定
選擇前者。

近年，江蘇高度重視蘇北化工污
染治理，加強化工污水排放監測，
灌河污染已得到大幅改善。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江蘇報道

肇事企業違環保制度
連續三年被罰款

300化工廠雲集
2007年爆炸8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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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童被割傷流血女童被割傷流血。。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衝擊波將房屋的門窗玻衝擊波將房屋的門窗玻
璃震碎璃震碎。。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江蘇化工廠爆炸一刻形成火球江蘇化工廠爆炸一刻形成火球。。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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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閱會「閱讀．分享」校園計劃與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合
作，並凝聚新地集團、社區及不同講者的鼎力參與，為學

校籌劃及舉辦形形色色活動，包括名人講座、創意工作坊和校
外參觀等，再配合新閱會於年初推出的閱讀平台《點讀》、流
動書架、比賽及獎勵等，讓老師靈活選擇，更好地支援他們在
推廣閱讀上的不同需要。

150間中小學參與「閱讀．分享」
今年的焦點活動「講生活．講STEM」頗受學生歡迎，講者
均為重量級專家，包括不時亮相兒童節目的教學專家鄧文瀚、
香港地下天文台台長方志剛、科幻小說作家譚劍，以及為電視
節目擔任客席主持的香港中文大學物理系高級講師湯兆昇、有
「火博士」之稱的香港科技大學化學系講師陳鈞傑。
「STEM Sir」鄧文瀚說：「每次拆解爆旋陀螺或製作紅豆冰
的STEM元素時，同學就好容易產生共鳴，有些同學更向我提
供不少相關資訊，可見只要找到學生的共鳴點，就能提升他
們自主學習的動機。學STEM如是，閱讀如是。」此外，

「閱讀．分享」亦帶領學生參加挪亞方舟的多元智能體驗式課
程如小小醫護見習生、泡泡實驗室及野外求生小智慧；並邀請
AFS 國際文化交流機構的海外交流生到學校分享，推介與
STEM有關的英文書。

《點讀》ReadForMore.com讓學生延伸閱讀
「閱讀．分享」其他嘉賓包括商業電台主持黃永、開發人工
智能的初創「Asiabots」聯合創辦人黃梓豪，多位旅遊達人羅嘉
俊、鄭翎軒、張振華和陳成軍，以及新地「年輕作家創作比
賽」優勝者余穎妍、唐睿、姚楓盈、啡白和林小龍，稍後將有
更多社會名人參與。嘉賓更為閱讀平台《點讀》撰文，讓學生
於活動後，隨時隨地延伸閱讀。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校長陳群好表示：「學校由2015年開始參
加『閱讀．分享』，我們好歡迎今年以STEM做主題，因為這是
教育大方向，亦切合學生的興趣。在精心策劃下，各項活動成功
地把日常生活與閱讀完美結合，其實就是邁向STREAM，學生
享受活動過程的同時，亦可明白閱讀是一切學問的基石。」

春暖花開時刻，雪肌蘭繼續以「令您健康」為目標，推出
「雪肌蘭春日護您禮遇」活動。現在只要進入活動點擊「立
即轉發」，幸運兒就有機會獲得「雪肌蘭魚寶鯊魚丸」。雪
肌蘭魚寶鯊魚丸能夠補充細胞養分，助你排毒護肝。
優惠期內到香港雪肌蘭專門店及專櫃購物，只要出示港澳
通行證並根據店內指示及優惠細則，惠顧正價產品滿KD$500
或以上，即可獲贈「雪肌蘭亮白再生緊緻3D面膜」一片。3D
面膜成份珍貴，一張便同時擁有糅合海洋膠原蛋白、水解透
明質酸、糖基海藻糖等珍貴抗衰老成分，以及天然草本精
華，能夠同時保濕、抗衰老、肌膚保護。獨特3D剪裁設計，
完美緊貼面龐，細緻呵護鼻翼、臉頰每吋肌膚。每人限享優
惠一次，此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一同使用。贈品數量有限，
送完即止。優惠期為2019年3月29日至4月11日。

君子匯（Royal Collection）在2010年成立，
專門從事知名鐘錶珠寶店中店裝飾及展示。最
近，該公司與世界知名美國傢私品牌
Theodore Alexander合作，成為該公司於香港
的獨家代理商。代理品牌包括由享譽國際的設
計師梁志天設計的 STEVE LEUNG for TA
Collection，寧靜的奢華Luxury of Serenity。梁
志天更是把寧靜的奢華形容為首個以生活品味
為主題的傢私系列，以高品質愜意生活為設計
概念，探索個人休憩空間和生活享受，並以素
色為基調，配以優質的用料包括柔軟天鵝絨、
絎縫皮革和天然大理石等。當中最具特色的傢
具Covet Sofa，正面以絎縫了鑽石花紋的天鵝
絨包裹，再以真皮裝飾背面，精緻的設計和手
工令整張梳化盡顯奢華。
在 1996 年，Theodore Alexander 於美國成

立，以精湛的手工
藝、無與倫比的技術
和創新的設計而聞
名。在過去的20年，
Theodore Alexander
力求完美，更與多
位世界知名設計師
攜手合作，推出不
同的設計師系列，
包 括 名 遍 美 國 的 設 計 師 雙 人 組 Keno
Brothers、曾為麥當娜和紐約前市長彭博設
計大宅的「色彩大師」Jamie Drake、殿堂級
設 計 師 梁 志 天 和 TA Studio。 Theodore
Alexander從不在質素上妥協，嚴密監控製造
過程，令每件傢私都是高水準的成品，體現
出超凡的價值。

雪肌蘭推春日護您禮遇活動

君子匯與美國傢私品牌
Theodore Alexander合作 新地新閱會第五年推動校園閱讀

以喜閱STEM活動 打開閱讀科普之門
新鴻基地產新閱會連續五年透過

「閱讀．分享」校園計劃，為老師提
供適切的校本閱讀推廣活動及支援，
已有150間中小學參與其中。本學
年，新閱會以「喜閱STEM up！」
為題，與多位STEM界名人專家走入
校園，用精彩活動引發學生的閱讀興
趣及好奇心。去年九月開學至今，已
舉辦了80場活動，與18,000名師生
一起體驗STEM閱讀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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