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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港“8·12”特大火灾爆炸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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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记
者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
防治协作小组”获悉，北京将联合
周边六省区市共同保障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 70周年阅兵期间的空气质量。

“协作小组”办公室主任、北京
市副市长张工指出，8 月 28 日 0 时
至 9 月 4 日 24 时，京、津、冀、晋、
蒙、鲁、豫七省区市将统一实施临
时强化减排措施，确保期间区域主
要 污 染 物 排 放 同 比 减 排 30％ 以
上，北京市减排量达到 40％以上。

一揽子措施针对燃煤、机动
车、工业、扬尘等领域。七省区市
的燃煤电厂作为重点控制对象，通
过停产检修、减压发电负荷等措
施，实现污染减排。北京全市域实

施机动车单双号行驶、公务用车停
驶 80％。

中国工程院院士郝吉明说，
经模拟评估，按照 9 月上旬多年
平均气象条件计算，七省区市如
确保“保障方案”中各地减排措施
全面实施到位，可实现阅兵活动
期间北京市 PM2.5 浓度同比下降
25％～39％。

据此，环境保护部环监局局长
邹首民表示，“火电、钢铁、水泥、平
板玻璃、焦化等行业的重点企业，
国控重点源和大气污染物高架源
达标排放情况、废气治理设施运行
情况、挥发性有机物减排情况，以
及各地散煤治理和清洁煤替代工
作，将作为督查重点。”环保部将派
出１５个督察组全面进驻督查。

据新华社武汉 8 月 18 日电
在湖北省黄石市，有一位传奇的抗
战老兵：抗日战争时期，作为新四
军便衣队队长，他手持两把驳壳
枪，纵横大别山区，数次闯进日军
据点营救战友。他叫周雄，人称

“周拐子”。
记者在黄石市干休所见到了

周老，他的身体依旧硬朗。据其家
人介绍，周老出生于 1909 年，现在
已是 106 岁高龄，视力已经模糊，
耳朵也很难听清楚，语言表达吃
力。周老的儿子周兴琼是听着父
亲的战斗故事长大的，他替父亲向
记者讲述了那段抗战历史。

1938 年，周老加入麻城抗日
队伍。不久，周老迎来他人生中的
第一次战斗——攻打日军在当地
的一个据点。当时，一支敌军小队
靠一挺重机枪将他们牢牢压制。

周老带着战士从侧面迂回过去，眼
见操纵机枪的 3 个日本兵恰好在
一条直线上，他开了一枪，3 个日
本兵应声倒下。

周 老 在 这 次 战 斗 中 右 臂 负
伤，从此无法弯曲，人们送他一个
绰 号 —— 手 枪 队“ 周 拐子”。随
后，“周拐子”的名声在大别山地区
传开了。

那段烽火岁月中，周老先后担
任手枪队队长、警卫营营长等。
1940 年至 1944 年，周老主要在湖
北阳新等地做敌后工作，组织发动
群众。

2004年起，时年95岁的周老开
始写回忆录和随笔。记者在周老的
家里看到厚厚一沓文稿，周兴琼说
有 10万字。周兴琼介绍，这些文稿
大部分是父亲书写的，一小部分是
由父亲口述，他和妻子整理的。

让国产药品医疗器械质量更好
在 18 日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吴浈介绍，2007 年新
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要求，仿制药按照原研药
开展质量一致性评价。但 2007 年以前批准
的药没有这样做，因此大家会感觉到有些国
产药疗效不太好，特别是和进口的同类产品
相比较，差别更大。

意见明确，推进仿制药质量一致性评

价。对已经批准上市的仿制药，按与原研药
品质量和疗效一致的原则，分期分批进行质
量一致性评价。力争 2018 年底前完成国家
基本药物口服制剂与参比制剂质量一致性
评价。同时，意见还将仿制药由现行的“仿
已有国家标准的药品”调整为“仿与原研药
品质量和疗效一致的药品”。

多种创新药将更快上市
记者了解到，一种创新药进入中国市场

往往会比国外上市晚三五年。谈到原因，吴
浈表示，过去的要求是创新药必须在国外上
市以后进入中国。此外，由于每种药品在不
同人种身上的反应是不一样的，进入我们国
家的创新药品还要完成基于中国人身体安
全性、有效性的实验数据，这是保证中国公
众用药安全的一项举措，但也导致了在国内
上市慢的问题。

为了让公众尽早使用上新药，意见提
出，加快审评审批防治艾滋病、恶性肿瘤、重
大传染病、罕见病等疾病的创新药，列入国
家科技重大专项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药
品，转移到境内生产的创新药和儿童用药以
及使用先进制剂技术、创新治疗手段、具有
明显治疗优势的创新药。

限制“救命药”高价
今后，“天价救命药”有了降价的希望。
根据意见，加快临床急需新药的审评审

批，申请注册新药的企业需承诺其产品在我
国上市销售的价格不高于原产国或我国周
边可比市场价格。

有专家指出，从申请注册环节限制进口
新药的高价，对市场能够起到一定的导向作
用。但不可否认的是，最终上市的药品定价
受规模、剂型、市场供需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对此，吴浈认为，让患者在国内不用再
花费“天价”购买“救命药”，还需要多部门共
同推动。

（据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9月3日上班双倍工资

京豫等七省区市
将联手共保“阅兵蓝”

百岁抗战老兵

10万字记录烽火岁月

8月18日是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
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发生的第七
天，18日上午，天津多地举行悼念活动，沉痛
哀悼“8·12”事故遇难者。截至 18日上午，事
故已经造成 114人遇难，仍有 57人失联。通
过 DNA 比对，114 名遇难者中，已有 83 人确
认身份，其中公安消防人员 18 人、天津港消
防人员 32 人、民警 6 人，其他人员 27 人。未
确认身份的遇难者有31人。57名失联者中，
有公安消防人员6人、天津港消防人员46人、
民警 5人。目前，仍有 692名伤者住院治疗。
另据了解，DNA比对工作仍在进行中。

国务院成立调查组并开展工作

依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 591号）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和《生产
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号）有关规定，国务院决定成立由公安部
牵头，有关部门和天津市人民政府参加的国
务院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
重大火灾爆炸事故调查组并已全面开展调
查工作。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杨焕宁任组长。
调查组聘请有关专家参加事故调查工作，最
高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调查组。调查组将
在国务院的领导下，依法依规彻查事故原因，
查明事故性质和责任，并对事故责任人提出
处理意见，一查到底，严肃追责，给党和人民
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事故救援部队联合指挥部，18日起担负
起事故救援部队的统一指挥任务。根据指
挥部命令，天津警备区舟桥某团正在核心区
西侧紧急施工，准备增开两条通往核心区的
应急通道。同时，国家核生化应急救援队
340名队员也首次开始对核心区地面和建筑
物进行洗消。

针对降雨展开多项应急准备

8月 18日上午，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区下
起了一阵小雨，到中午天气已经放晴。对于
降水是否会对爆炸事故周边环境和居民生

活产生影响，天津市环保局总工程师包景岭
表示，从8月16日起，有关部门针对事故区域
可能降雨，已经做出多项紧急准备。

一是将经过严密监测达标和初步治理
的坑水、管道水腾空，以利于降雨储存；二是
污水处理厂加大处理力度，有降雨的时候，所
有进入污水处理厂的水前期都要进行消解
处理，后期一旦检测出有超标或者轻微超标，
还有一道把关设施，确保氰化物达标才能排
放。三是进一步加固爆炸事故核心区围堰，
以应对暴雨。

大气环境方面，包景岭说，地面散落的
危险化学品经过雨淋，可能挥发出一些有毒

有害物质，环保部门对此正在严密监视。8
月 18日，在原有 17个监测点基础上，环保部
门又增加了一个环境监测点，一旦出现氰化
物或者是有机污染物超标，会及时发布通知。

29个水质监测点位检出氰化物

8月 18日上午 11时，在新闻发布会上包
景岭通报了 8 月 17 日零时至 24 时爆炸事故
现场及周边区域多个环境指标的监测结果。

监测结果显示，8 月 17 日零时至 24 时，
事发周边 17 个环境监测点位均未检测出新
的特征污染物，各点位各项特征污染物的浓
度均未出现超标。

常规污染物监测方面，事发地区警戒外
环境空气监测点和事故区域周边 5个环境空
气质量自动监测站，主要监测六项常规污染
物的数据显示，空气质量处于二级良好到三
级轻度污染水平。

废水和水环境监测方面，现场水质监测
点调整至 40个，其中警戒区内点位 26个，警
戒区外点位14个。8月17日零时至24时，在
现场共采集各类水样品 76 个，对照相应标
准，共有29个点位氰化物有检出，其中8个点
位超标，超标点位全部位于警戒区内。

事故区域近岸海域设置的 4个海水监测
点，氰化物都有检出，但均未超标，最高值仅
相当于海水水质标准四类标准的 1％；特征
有机污染物均未检出。（综合新华社电）

七日祭七日祭 向逝者致哀向逝者致哀

药品医疗器械审批改革意见提出

仿制药疗效要“跟得上”
有些国产药便宜但疗效差，有些进口药贵还经常买不到……因为与

百姓生活密不可分，每个人对药品和医疗器械，似乎都有吐不完的
“槽”。国务院 8月 18日公布的《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
的意见》，将会给百姓带来哪些用药方面的改变和希望？

8 月 18 日，一名男孩跟
随家长在天津市公安消防局
开发支队临时灵堂内悼念遇
难消防战士。

8月 18日，搜救人员在现场默哀悼念。 新华社发

7月31城房价环比上涨

8月 18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 2015 年 7月份我国 70 个大中城市住宅
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数据显示，全国 70 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不
含保障性住房）价格环比下降的城市有 29 个，上涨的城市有 31 个，持
平的城市有 10个。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18 日电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 18 日在中国奶
业 D20 峰会上介绍，农业部连续 7
年实施生鲜乳质量监测计划，三
聚氰胺等违禁添加物抽检合格率
保持在 100％，规模牧场的生鲜乳
乳蛋白、乳脂肪含量均大幅高于
国家标准。

据了解，农业部从 2009 年开
始连续 7 年实施生鲜乳质量安全
监测计划和专项整治，监测范围
覆盖全国所有奶站和运输车，覆
盖国家公布的所有违禁添加物。
截至 2014 年，累计抽检生鲜乳样
品 12.4 万批次，三聚氰胺等违禁

添加物检测全部合格。
“近 年 来 ，我 国 多 款 产 品 在

国 际 乳 制 品 质 量 评 比 中 荣 获 大
奖，受到权威机构的认可。这充
分说明，我们完全有能力生产出
安全优质的乳制品。”韩长赋表
示。

近年来我国乳业生产水平大
幅提高。目前奶牛存栏达到 1400
万头，牛奶产量稳定在 3500 万至
3800 万 吨 水 平 ，位 居 世 界 第 三
位。但从人均消费水平看，我国
依然属于“贫奶国”，2014 年人均
奶类占有量为 33.8 公斤，不到全
球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生鲜乳三聚氰胺抽检
连续7年100％合格

新华社西安 8月 18日电 记者 18 日
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在西安阎良举行
的新舟 700 飞机市场启动发布会上获悉，
新型涡桨支线飞机“新舟 700”项目市场工
作全面启动，并与 11 家海外客户在现场签
订 185 架订单，标志着新舟 700 飞机研制即
将转入工程发展阶段。

“新舟 700”于 2013 年启动研制，定位
于承担 800 公里以内中等运量市场的区

域航空运输业务，能够适应高原高温地
区的复杂飞行环境和短距离频繁起降。

据新舟 700 总设计师董建鸿介绍，新
舟 700 是全新研制的涡桨支线飞机，将改
变以往涡扇支线飞机高耗能、高成本的现
状。最大巡航能力可达每小时 637 公里，
最大飞行高度为 7620 米。此外，它的场域
性能较强。除了南北极、青藏高原以外，适
应于在全球大部分机场起降。

新舟700获185架订单

图为新型涡桨支线飞机“新舟 700”样段。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18 日发布消
息称，在 9 月 3 日放假期间，用人
单位因工作需要安排劳动者工作
的，应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并安
排补休；对不能安排补休的，应按

照不低于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工
资标准的 200％支付工资报酬。

按照通知要求，各地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门将加强宣传，指导用
人单位做好落实工作，切实维护职
工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