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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全国重特大事故起数相对稳定
新华社消息 国家安
全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
苏洁19日说，一季度全国
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
故10131起， 死亡7196人，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26.3% 和
16.6%。

苏 洁 是 在 19 日 召 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作此表
述的。他说，少数行业领
域安全生产形势不容乐
观。
一季度发生的7起重
大事故中，煤矿发生4起，

占57.1%；消防火灾发生2
起 ， 占 28.6% 。 苏 洁 认 为 ，
煤矿重大事故多发，主要
因素仍是去年下半年以
来煤价持续上涨刺激了
一些煤矿企业的超能力、
超强度生产。

动火作业引发的火
灾和爆炸事故、较大建筑
坍塌事故部分类型事故
呈现多发。 据初步统计，
一季度共在动火作业过
程 中 发 生 10 起 火 灾 爆 炸
事故、 造成23人死亡，其

度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
继续保持遏制重特大事
故的高压态势，深入开展
重点行业领域安全专项
治理，切实加强动火作业
安全管理。
（徐 博 齐中熙）

西安地铁问题电缆：
4人被立案审查

雨后梯田
这是4月18日拍摄
的云雾缭绕的广西龙
胜各族自治县龙脊镇
平安村梯田。
连日降雨过后，
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
龙脊镇平安村梯田风
景区云雾弥漫，梯田、
吊脚楼和群山仿佛披
上一件云裳， 若隐若
现，美轮美奂。
摄影/新华社记者
黄勇丹

新华社消息 记者18日从西安市纪委了解到，近
日西安市纪委针对西安地铁三号线
“
问题电缆”事件立
案审查。经查，西安市地下铁道有限责任公司工程一处
处长张少兵等4人涉嫌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
西安市纪委18日下午在其官方网站公布， 西安市
地下铁道有限责任公司工程一处处长张少兵， 西安市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电器产品检测中心主任冯瑞祥、
副主任刘卫杰， 西安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地铁
监督科科长刘苗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审查。
西安市纪委13日曾公布，根据市纪委常委会决定，对
西安市质监局稽查总队总队长黎军等6人有关涉嫌犯罪
问题移送司法机关调查处理。检察机关已对上述6人以涉
嫌玩忽职守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李 华）

太空
“快递小哥”今晚为天宫二号送货
新华社消息 据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
经空间实验室飞行任务总
指挥部研究决定， 瞄准4月
20日19时41分发射天舟一
号货运飞船。
作为我国载人空间站
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天舟
一号货运飞船的主要任务
是为空间站运送货物和推
进剂等物资。人们将天舟一
号形象地称为太空
“
快递小
哥”， 那么这样一个大块头
的“快递小哥”怎样确保运

中重大事故1起、 死亡10
人，较大事故2起、死亡6
人。一季度共发生较大建
筑坍塌事故9起， 占建筑
业较大事故的60%。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分析提出，切实抓好二季

送货物的安全呢？
“天舟一号块头虽大，
却有一颗细腻的‘
心’。”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第五研究
院载人航天总体部载人航
天器总体研究室副主任张
健说，飞船内壁四周全部设
置为货架，中间留出一条矩
形通道供航天员通行，航天
员身处货架通道中，可以随
意走动、转身、取放货物。
由于天舟一号运送的
物资中有许多精密仪器设
备和航天员用品，装载物资

的货包必须具备保护功能。
货运飞船机械总体主管设计
师郭军辉介绍，新研制的高
科技货包外观呈清新的乳黄
色，采用新型抗菌防潮防霉
布料，可确保货物在货包中
存放一年。此外，针对不同体
积、形状的货物，还进行了定
制化和系列化设计。
“在 货 包 的 内 部 设 计
上， 依然有贴心的安排。”
郭军辉说， 为避免货物直
接与货架结构相连接，货
包里面还有一层新研制的

防火防潮且防震的泡沫或
气囊袋，这种“贴心”的“软
包装” 设计为装载对象提
供了柔软、高阻尼、分布式
的系统支撑。100多个大小
不一的货包， 将确保天舟
一号的货运物资完好地运
送到天宫二号。
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发
射升空后， 将进入高度约
380公里的运行轨道， 之后
将与在轨运行的天宫二号
空间实验室进行自动交会
对接。 （李国利 杨 欣）

今日头条等3家网站
涉嫌涉黄被查处
新华社消息 北京市网信办、 北京市公安局、北
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18日联合约谈今日头条、
火山直播、花椒直播，依法查处这些网站涉嫌违规提
供涉黄内容，责令限期整改。
经查，今日头条、火山直播、花椒直播未能有效履
行主体责任，在信息审核、应急处置、技术保障等方面
存在制度缺失，在直播内容、用户分类管理、真实身份
信息认证、 处理公众举报等方面存在重大管理漏洞。
个别直播发布者通过火山直播、花椒直播违规提供法
律法规禁止的直播内容。
据北京市网信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上述行为已经
涉嫌违反《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直播服
务管理规定》《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网络表演

环保督察组邢台检查

执法证被抢夺

经营活动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对此， 北京市网信办等三部门责令上述3家网站

《法制晚报》消息 环
保部网站17日消息，日前，
环境保护部第十五督察组
有关人员在山东省济南市
一家企业执法时受阻，被
扣留长达一小时之久。第
九督察组有关人员在河北
省邢台市现场检查时执法
证被抢夺。
针对两起事件， 环境
保护部领导高度重视，要
求山东和河北省环境保护
厅分别督促济南市、 邢台
市政府依法调查， 严肃处
理。
环 保 部 称 ，4 月 17 日 ，
邢台市委、 市政府立即责
成任县县委、 县政府成立
调查组开展调查， 任县公

安机关对邢台双工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2名涉事人员
行政拘留， 县环境保护局
对企业环境违法行为立案
调查。
邢台市政府官网17日
发布 《邢台市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
于对任县双工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处理情况的通报》
称，2017年4月17日11时40
分左右， 第九督察组人员
在镇政府负责人陪同下，
对邢台双工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进行现场检查， 发现
该企业有刷漆工艺， 企业
人员现场无法提供环评审
批验收手续。
检查过程中， 企业车

间负责人杜红芳从外归
来， 督察组人员对其出示
了执法证， 杜红芳拿到执
法证后， 以要求拍照辨明
真伪名义， 欲将执法证拿
离现场。 督察组人员对其
进行了阻止， 并索要执法
证。杜红芳拒不归还，将执
法证交予企业法人代表的
妻子孙东霞， 督察组人员
向孙东霞数次索要， 孙东
霞拒不归还。
经镇政府负责人现场
协调， 孙东霞将执法证归
还督察组人员。 督察组人
员要求镇政府负责人报
警， 当地派出所民警抵达
现场后，将杜红芳、孙东霞
带走调查。 随后督察组人

员再次对企业进行检查后
离开。
针对任县双工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企业人员抢夺
督察组执法人员执法证的
行为，任县政府主要领导高
度重视， 立即召集县公安
局、县环保局、邢湾镇政府
召开专题会议，对督察组提
出的问题进行研究部署。
邢台市委、 市政府责
令任县县委、 县政府查明
事件原因， 并严厉打击类
似行为，同时，邢台市大气
办下发紧急通知， 要求全
市上下积极配合， 大力支
持环保督察工作， 为环保
督察创造良好的社会环
（黎史翔）
境。

立即停止违规行为并限期整改。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
执法总队已对火山直播、花椒直播固定证据，立案调
查，并对达到追究刑事责任的直播发布者移交公安机
关查处。下一步，三部门还将联合约谈美国苹果公司，
要求其对“苹果应用商店”（Appstore）上的直播应用加
强审核。
（阳 娜）

◎一句话新闻
●4月18日， 四川省自然资源科学研究院峨眉山
生物资源试验站朱鹮驯养繁殖研究基地内诞生了第
一只西南地区朱鹮雏鸟。朱鹮号称“东方神鸟”，和大
熊猫一样，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目前中国仅存2000
多只，属濒危物种。
●西藏拉萨近期出土一尊清代彩绘石狮文物。据
考证确认，这尊石狮曾是清朝中央政府驻藏大臣衙门
前的石狮，是体现清朝中央政府有效治理西藏的重要
历史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