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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广州 10 月 22 日电
广东省公安厅 22 日披露的网络违
法犯罪案件显示，微信“抢红包”被
不法分子异化为一种网上赌博工
具，警方查处了多起微信“抢红包”
赌博案件。

在汕头市警方查处的一起案件
中，当地多个微信群中有人自定“抢
红包”规则，组织所谓“斗牛”“赌大
小”等形式的“抢红包”活动。组织
的庄家从中抽水牟利，参赌人员遍

布全省各地。
汕头警方对涉嫌网络赌博的 6

个微信群采取行动，抓获赌博违法
犯罪人员 12名，缴获作案手机 26部
及涉案银行卡一批。经查，该案参
赌人员 200余名，3个月涉案赌资超
过 2000万元。

据悉，广东省网警已与腾讯公
司研究对策，对符合赌博行为特征
的用户账号，将关闭其收发“红包”
功能。

今年秋季开学以来，江苏、上海等多地
中小学、幼儿园出现塑胶跑道散发异味，不
少孩子出现头晕、起疹、流鼻血等症状，有
的不得已戴口罩上课，引发家长担忧。

连日来，各地对“涉毒”塑胶跑道进行
检测并调查，相关学校和企业也在纷纷拿
出产品检测合格报告，但疑问并未平息：异
味对孩子危害多大？为什么合格材料会散
发异味？何时能有权威调查为公众释疑？

塑胶跑道“毒”在哪里？
记者 10月 20日在江苏省丹阳市前艾小

学看到，教学楼与塑胶跑道仅相隔一二十米，
在网络上被曝光的“涉毒”塑胶跑道已经暂停
施工，但仍可闻到散发出来的刺激性味道。

读五年级的王同学说，上周铺塑胶跑
道喷颜色的时候，味道很重，上课的时候都
要把窗户、门都关紧。“老师说每个人都要
戴口罩，因为味道对身体不好，全班 40 个
人，有一半多戴了口罩。”

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除了江苏苏
州、丹阳等地，上海松江、浙江杭州及江西
南昌等地都出现了塑胶跑道散发刺激性气
味的问题。南京林业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
系教授罗振扬认为，“严格按照标准设计建
造的塑胶跑道肯定是安全的”。但这种情
况出现，不排除一些厂家为了降低成本，违
法违规添加一些有害的催化剂和塑化剂。

相关专家表示，“毒跑道”除了引发孩
子流鼻血、头晕、起红疹等症状，一些黑心
企业添加的邻苯类塑化剂，长期过量吸入

人体危害极大。
江苏省化工研究所原高级工程师陆长

峰说，从了解的情况看，校园塑胶跑道中的
刺鼻异味确实来自塑化剂等添加剂。有的
企业在塑胶跑道中添加了氯化石蜡，能挥
发出氯气，对人体有害。

异味从何来？
令人不解的是，尽管“异味伤人”事件

频发，但“涉毒”塑胶跑道大都具有产品检

测合格报告。丹阳市教育局副局长谢丹向
记者出示了江苏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
院对前艾小学塑胶跑道原材料的检测报
告。报告显示，原材料为合格产品。

记者梳理发现，从目前相关学校公布
的检测情况看，多数“涉毒”塑胶跑道上空
空气质量检测合格，一些学校还出具了跑
道材料的检测合格报告。

但一些家长仍不禁产生疑问，塑胶跑
道的材料和上空空气都检测合格，那造成

孩子伤害的刺激性异味究竟从哪儿来的？
镇江一家塑胶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

者，正规的、规模较大的企业一般都会严格
按照国家标准进行生产施工，但一些无证
的“小作坊”问题突出，不仅产品质量不高，
假冒合格证也屡屡发生。

权威调查“缺位”
一个多月以来，多地已出现近 10 起塑

胶跑道“涉毒”事件，相关部门和单位纷纷
介入调查。江苏、上海等地还对区域内塑
胶跑道进行全面排查，防堵“漏网之鱼”。

但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一个权威的
调查结果能够解答公众疑问：塑胶跑道和
孩子头晕究竟有无关联？跑道究竟有没有
毒？有毒物质来自哪个环节？

一位塑胶行业的知情人告诉记者，目前
对施工生产环节的监管比较薄弱。由于校
方经常催着完工，一些施工人员会使用固化
剂缩短工期。“固化剂大都有毒，而且国家现
有标准对固化剂的使用并没有明确规定。”

江苏省教育厅新闻宣传办公室主任杨
树兵指出，目前，自筹自建的塑胶跑道项目
是要求委托有资质的权威机构进行检测，并
且如果发现有问题，要公布材料供应商和施
工方单位。“涉及我们教育系统的相关责任
人，一定严肃查处，一追到底，绝不姑息。”

“杜绝校园‘毒跑道’，地方教育部门固
然难辞其责，住建、环保、质检等部门也不
应袖手旁观。”江苏省教育建筑设计院院长
王珏说。 （据新华社南京10月22日电）

在合作模式上，本次中英法合
作的 HPC、SZC 项目，被业界称为

“拼船出海”、合作多赢的范例，而
BRB项目则被业界形容为“造船出
海”，具有显著的突破性意义。

事实上，在我国核电领域，“拼
船”开发早有先例。30多年前中、
英、法合作建设大亚湾电站，至今仍
被传为佳话。但核电开发是一个庞

大的系统工程，核电企业、装备制造
商、建造商等需要同步发展。走向国
际市场过程中，核电项目投资成本
高昂，相关企业面对陌生环境，难免
存在薄弱环节，借助外力、取长补短
往往是化解风险、提高效率的良方。

从“借船”到“造船”，既是机
遇，也是挑战。中国广核集团董事
长贺禹说，中广核的目标就是将英

国核电项目打造成中法英三国互
利共赢的样板项目和中国企业走
出去的“标杆工程”。

目前泰国、印尼、肯尼亚、南
非、土耳其等多个国家均对中国的

“华龙一号”产生了强烈兴趣，英国
核电项目的落地，将对中广核开拓
国际核电市场产生良好的示范效
应。（据新华社广州10月22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 记
者 22日从中央综治委获悉，即日起
至 2016年 3月底，中央综治办、公安
部、工信部、国土资源部、交通运输
部、安监总局等 15部门将在全国集
中开展危爆物品、寄递物流清理整
顿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
整治影响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各
类风险隐患，确保社会大局持续稳
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据悉，此次专项行动将以健全
完善动态化安全监管机制、常态化

隐患排查机制、全覆盖安全责任体
系为重点，全面强化各项安全管理
措施。在危爆物品方面，将深入清
查整治，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和部门
监管责任，全面落实生产、销售、运
输、存储、使用等各环节安全管理措
施，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严厉打
击涉爆涉危犯罪；在寄递物流方面，
将全面推动落实寄运物品先验视后
封箱、寄递物流活动实名登记、邮件
快件 X 光机安检制度，着力提升行
业规范管理水平。

快递包裹须实名登记

“抢红包”变身网络赌博
可疑账号将被封“红包”功能

中国迈入“核电精英俱乐部”

异味屡伤人 上课戴口罩

“毒跑道”频现，谁来守护孩子健康？

10月 21日，中国广核集团与法国电力集团

（EDF）在伦敦正式签订《英国核电项目投资协

议》。由中国广核集团牵头的中方联合体，将与

EDF合作，共同投资兴建英国欣克利角 C核电项

目（HPC项目），并共同推进塞兹维尔C（SZC项目）

和布拉德韦尔 B（BRB项目）后续两大核电项目。

其中，BRB 项目拟采用中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

“华龙一号”。

这是中国核能企业首次进入核电精英云集

的欧美高端市场，也是我国自主核电技术首次

向西方发达国家出口。本次中英法的合作，被

业界视为合作多赢的范例。

10月22日，中国黑茶博物馆在湖南安化县正式开馆，这是目前中国唯
一一家由政府修建并管理的黑茶专题展示博物馆。该博物馆坐落在安化
县城东黄沙坪古茶市，主楼采用传统阁楼式建筑风格。 新华社发

中国黑茶博物馆开馆

10月 20日拍摄的暂被叫停的丹阳市前艾中心小学在建的塑胶跑道。 新华社发

玛丽亚·伊万诺娃来自保加利亚，曾因出演连续剧在保加利亚国内拥有不少粉丝。从 10月 13日起，玛
丽亚与来自美国、英国、德国等其他 11个国家的 36名海外学子一起，在有 700多年历史的浙江金华传统古村
落——寺平村，与村民同吃同住 19天，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全方位地感受中国传统民俗风情。 新华社发

▲玛丽亚（右二）与其他海外学子一起在寺平村附近的一处寺庙参观后合影。
◀在寺平村，玛丽亚用毛笔书写自己的中文名“丽丽”。

古
村
落
住
进
了

﹃
洋
﹄
村
民

据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顾问、
原总工程师隋永滨介绍，目前全球
60 多台建设机组中，有一半在中
国。国内在建核电机组综合国产化
率已达到 80％左右，国内配套产业
和资源已具备支撑每年新开工建设
12～13台核电机组的综合能力。

目前，从铀矿开采到铀化工、
铀浓缩、原件制造、核电厂的建设
运行、核退役及后处理，中国已经
可以实现核电服务全产业链的全
覆盖。放眼全球，可以做到这一点
的，除了美国、俄罗斯、法国等传统
核电强国，就只有中国。

HPC 项目电站位于英国西南
部萨默塞特郡，采用法国 EPR 技
术，投产发电后可满足英国 7％的
电力需求。“单就技术而言，这与我
们目前在建的广东台山核电站一
期工程一脉相承。”中国广核集团
公司副总经理郑东山说。

除了技术，近日关于中英法项
目，讨论最多的莫过于电站成本。
中广核和 EDF 发布的联合声明显
示，HPC 项目建设成本 180 亿英镑

（约合 1800亿元人民币）。
记者从中国广核集团获悉，在

HPC、SZC项目中，中方投资股比分
别为 33.5％、20％；在 BRB项目中，
中广核占比 66.5％。“这是我们考虑

投入产出，经过专业测算后，预计相
对经济的比例了。”中国广核集团国
际核电开发部总经理朱闽宏说。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现核电
商业运营的国家，有着悠久的核电
发展历史，曾有美国、德国、日本、
法国等多个国家的先进核电技术
在此落地，拥有成熟完善的核电评
审和准入标准。“通过出口核电站，

可以让我们的标准规范、运行机制
更快和国际接轨。”隋永滨认为。

数据显示，英国重启核电开发
计划以后，已有 8处适合兴建核电
站的地址被选定，预计到 2030年，
新建核电装机容量可达 16GW。“英
国市场前景广阔，在市场环境方
面，对投资者的回报率也有一定保
障。”中国核电副总经理谢嘉杰说。

迈向世界第一阵营需要哪些“金刚钻”？

投资600亿元人民币到英国建核电站值不值？

“拼船出海”将成为未来核电国际合作的趋势

7 月 27 日，民众在“华龙一号”示范工程——中核集团福清
核电 5号机组施工现场参观。 资料图片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22 日电
记者22日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小
排量轿车车辆购置税减半政策实施
以来，效果初显，目前减税约 25 亿
元，带动小排量轿车销售增长。

9 月 29 日，国务院决定自 2015
年 10月 1日起至 2016年 12月 31日
止，对购置 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
减按 5％的税率征收车辆购置税。

据统计，10 月 1 日至 20 日，全
国共销售轿车 78.85 万辆，其中 1.6
升及以下排量轿车 64.04万辆，同比
增长 22.5％，占同期轿车总销量的
81.2％，比去年同期和今年 9月份分
别提高 3.03个和 5.12个百分点。

从减税效果看，10 月 1 日至 20
日，销售的1.6升及以下轿车不含税金
额共计501.7亿元，减税约25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22 日电
记者 22 日从民政部在重庆召开的
全国社区社会工作暨“三社联动”推
进会上获悉，我国专业社工已有
20.8 万人、以社区居民为主要服务
对象的民办社工机构有 3000余家。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介绍说，我
国社区社会工作服务能力逐步加
强，社区社会工作服务队伍不断壮
大，全国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
证书人员已有 20.8 万人，其中 2/3
以上在社区，他们已经成为开展社

区服务、建设和谐社区的骨干力
量；社区社会服务平台不断拓展，
全国社区社工岗位已突破 7 万个，
以社区居民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民
办社工机构 3000 余家，为广大专
业社工开展社区服务提供了良好
载体；社区社会工作服务投入不断
加大，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设立社
区发展基金、开展公益创投等方
式，逐步建立了以财政资金为主
体、社会性资金为补充的多元投入
机制。

我国专业社工20.8万人

车购税减25亿元
小排量轿车销量增长

10月22日，江西省靖安县双溪镇河北村农民驾驶农机收割晚稻。农业
部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0月19日，全国秋粮已收获约76%。 新华社发

全国秋收已近八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