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温州

7

月

28

日电 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28

日上午在

温州金球国豪大酒店看望 “

7

·

23

” 甬温线

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部分遇难者亲属 。

在认真听取了

10

多位遇难者亲属意见后 ，

温家宝一一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并讲话。

以下是讲话摘录：

大家作为遇难者的亲属， 失去亲人的

痛苦， 心情我完全理解， 我的心情和大家

一样非常沉痛， 谁都有父母、 丈夫、 妻子、

儿女， 谁都有亲人， 亲人遇难， 是多少钱

也换不来的。 让我借这个机会向大家表示

亲切的慰问， 我给大家鞠个躬。

大家刚才反映的问题集中起来是三个

方面：

第一件事是处置工作。 列车发生事故以

后，处置工作是否得当。 处置工作的最大原

则就是人的生命———救人！ 我们常讲一句

话：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要尽百倍努力。 有

关部门确实应该认真听取、严肃对待群众意

见，包括各种质疑。 对于在抢救人员中是否

做到这一点，要给群众一个明白的回答。

第二件事是事故原因的调查和事故处

理。 这件事情正在进行当中， 国务院已经

组成独立的调查组。 调查组包括安监部门、

监察部门等。 他们将认真地、 科学地、 实

事求是地对事故进行调查， 要对人民负责，

得出的结论要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我们将

根据调查的结果， 依照法律和规章处理责

任人。 追究责任、 处理责任人也是对在这

次事故中不幸遇难者的一个交代， 同时也

是警示后人。

第三件事是你们提了一些具体的要求，

比如大家都关心的理赔问题。 我想跟大家

说句心里话， 我刚才听到为理赔款而争执

感到非常难受， 因为人的生命是多少钱都

买不来的。 遇难者亲属还是讲道理的。 理

赔是对生者的一种安慰 。 其实 ， 我知道 ，

亲属要的是公道。 我相信这件事情会合情

合理的解决。

本版责编 周小雷 责任校对 彭扬

今日视点

11

２０11

年

7

月

29

日 星期五

“人小脾气大， 小宝贝， 你什么时候

才能长大懂事啊 。” ———连日来 ， 这句短

短

20

个字的看似再也普通不过的话， 却成

为网上最热的微博之一， 两三天间被网民

转发

4.7

万余次。

这是在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

中遇难的施李虹生前所发的最后一条微

博。 记者采访了解到， 这位

29

岁的妈妈已

同丈夫双双罹难， 微博中提到的女儿项炜

伊幸运地劫后余生， 在医院接受治疗。

有网民伤感地说： 从此， 天堂里刻下

了这

20

个字； 而在人间， 这

20

个字则是数

十个无辜罹难生命的声声追问。

图为护士在重症监护室的病床边对被

营救的项炜伊进行心理安抚。 新华社发

天堂里， 刻下了20个字……

———“7·23” 甬温线事故“最后一条微博” 祭

据新华社温州

7

月

28

日电 国务院 “

7

·

23

” 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调查组全

体会议

28

日在温州宣布了调查组组成人员名

单， 并明确了调查组的主要工作职责。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宣布， 国家安全监管

总局局长骆琳任组长，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副

局长王德学， 监察部副部长郝明金， 铁道部

副部长彭开宙， 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书记处

书记张鸣起 ， 浙江省副省长毛光烈为副组

长； 成员由国家和浙江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组成。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的主要工作职责是：

切实查明事故发生的经过 、 原因 、 人员伤

亡情况及直接经济损失 ； 严肃认真 、 科学

负责地认定事故的性质和事故责任 ； 依法

依规对事故责任者提出处理建议 ； 深刻总

结事故教训 ， 提出防范和整改措施 ； 在规

定的期限内提交事故调查报告 ， 按程序报

国务院审批。

为全面深入科学地做好事故调查分析，

事故调查组邀请了包括 “两院” 院士在内的

分别来自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 北京交

通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

院、 铁道部科学研究院、 国家电网等国内研

究机构、 高等院校的

8

名知名专家、 教授组

成专家组。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28

日电 国务院“

7

·

23

”

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调查组组

长、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局长骆琳

28

日说 ，

调查组将认真严格履行调查组职责， 依法

依规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各项工作， 调查结

果争取在

9

月中旬公布。

国务院“

7

·

23

”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

通事故调查组全体会议当天在温州召开。

会议指出，将坚决贯彻和坚持科学、严谨、

依法和实事求是的原则， 切实做好事故调

查处理工作，严肃认真彻底查清事故原因，

依法依规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给

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一个真诚负责任的

交代，给人民群众一个真诚负责任的交代。

骆琳表示， 事故调查组将坚持尊重科

学的原则，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从各个方

面、 各个环节进行深入调查， 认真查找问

题， 着重突出以下几个方面： 一查原始资

料，包括有关行车调度、指令传达、通话记

录，以及“黑匣子”信息内容等，并进行科学

深入细致分析。 二查现场，对现场任何一个

地点和环节都要认真进行详细勘查， 做好

相关技术检测检验。 三查设备设施，包括信

号设施、行车设备、监控装置等是否符合相

关标准要求。 四查管理，包括各个环节的安

全管理、 列车运行组织管理等是否存在漏

洞，是否存在“三违”等问题。 五查控制系

统，包括列车制动系统是否正常，调度指挥

系统等是否规范。 六查制度， 包括安全培

训、行车指挥等情况。

“调查既不放过任何一个环节 、 细

节， 也绝不回避广大群众和社会舆论关心

和热议的任何一个问题。” 骆琳说。

事故调查结果

有望9月中旬公布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不回避任何一个问题

据新华社温州

7

月

28

日电 上海铁路局

局长安路生

28

日说， 根据初步掌握的情况

分析 ， “

7

·

23

” 动车事故是由于温州南站

信号设备在设计上存在严重缺陷， 遭雷击

发生故障后， 导致本应显示为红灯的区间

信号机错误显示为绿灯。

安路生说， 存在设计缺陷的信号设备

由北京一家研究设计院设计，

2009

年

9

月

28

日投入使用。

他在分析铁路部门的问题时说 ， 在雷

击造成温州南站信号设备故障后， 电务值

班人员没有意识到信号可能错误显示 ， 安

全意识敏感性不强； 温州南站值班人员对

新设备关键部位性能不了解， 没能及时有

效发现和处置设备问题， 暴露出铁路部门

对职工的教育培训不到位。

安路生还说 ， 事故反映出现场作业控

制不力， 温州南站电务值班人员未按有关

规定进行故障处理， 没能有效防止事故的

发生； 事故反映出的设备质量、 人员素质、

现场控制等问题。

据新华社温州

7

月

28

日电 温州南站信

号设备的设计单位———北京全路通信信号

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28

日在其公司网站

上发布 《致 “

7

·

23

” 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

交通事故死伤者及家属的道歉信》。

新华社温州

7

月

28

日电 温州警方自

26

日以来分三批公布了 “

7

·

23

” 甬温线特别重

大铁路交通事故遇难者名单。 警方称，

39

具

被家属认领的遇难者遗体均已经过

DNA

检

验认定核实。

在遇难者中， 浙江籍

19

人， 福建籍

14

人

（包括

2

名美籍华人 ， 均原籍福建 ）， 北京 、

湖南、 安徽、 河南、 天津籍各

1

人， 意大利

外籍

1

人。

39名遇难者名单公布

包括一名湖南人

上海铁路局：

温州南站信号设备

存在设计缺陷

设计单位发布道歉信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

成员名单宣布

包括院士在内

8名专家教授

据新华社温州

7

月

28

日电 （记者 赵承

李斌 谢云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

院总理温家宝

28

日来到浙江温州 ， 察看

“

7

·

23

” 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现

场， 悼念遇难者， 看望受伤人员， 慰问遇

难者亲属， 与中外记者见面。

28

日上午

10

时

40

分 ， 温家宝在国务委

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陪同下来到温州市

第二人民医院， 看望了住在重症病房和普

通病房的伤员 。 他详细询问了伤员伤情 ，

以及治疗进展情况。 他对伤员们说， 这起

事故给你们带来了不幸， 全国人民非常关

心。 我们一定要对每一位受伤人员的治疗

负责到底。 希望你们安心养病， 早日恢复

健康。 他还特别叮嘱医生要精心治疗， 让

伤员早日康复。

两岁零八个月的小女孩项炜伊是这起

事故最后一名获救者。 温家宝特地来到温

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看望小伊伊。 病床

上的小伊伊正在沉睡 。 温家宝俯下身来 ，

仔细端详熟睡的小伊伊。 医护人员告诉总

理， 手术后孩子已经能吃西瓜和流食， 生

命体征平稳。 温家宝听后说， 要好好照顾

孩子， 政府会关心， 人民会关心， 大家一

起来关心。

随后， 温家宝到金球国豪大酒店看望

了部分死伤人员家属。 温家宝向他们深深

鞠躬， 表示深切慰问。 温家宝认真听取了

10

多位遇难者家属的意见， 并回答了他们

提出的问题。 他说， 国务院已组成独立的

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 有关部门确实应

该认真听取群众意见， 包括各种质疑， 要

给群众一个明白的回答， 让那些长眠在地

下的人安息。

12

时

10

分许， 温家宝来到事故发生地

温州市鹿城区黄龙街道双岙村的铁路高架

桥下， 敬献鲜花， 并三鞠躬， 表达对遇难

者的哀悼。

随后， 温家宝在事故现场会见了中外

记者。 温家宝说， 我们不要忘记在这起事

故中死难的人。 这起事故让我们更警醒地

认识到， 发展和建设都是为了人民， 让我

们认识到一个政府最大的责任就是保护人

的生命安全。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 温家宝说 ， 事故

发生以后， 国务院立即成立了独立的事故

调查组， 包括安监、 监察等部门， 这个小

组将通过现场勘测、 技术取样、 科学分析、

专家论证， 得出一个实事求是的、 经得起

历史检验的结论。 事故处理要依照国家法

律法规， 严肃追究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

事故调查处理的全过程要公开透明， 接受

社会和群众的监督。

温家宝说， 我们处置事故的最大原则

就是救人。 事故发生后， 胡锦涛主席当即

指示要把抢救人放在第一位， 我得到消息

后立即给铁道部部长打电话， 我只说了两

个字： “救人”。 处置的第二个原则， 就是

要检查安全， 这就需要取证、 调查和分析，

停开那些有问题的列车， 对道轨以及路基

进行排查 。 事故善后处理一定要人性化 。

处理的结果应当及时、 准确向群众发布信

息。

谈到中国高铁发展， 温家宝说 ， 高铁

建设应该从设计、 设备、 技术、 建设和管

理综合衡量。 在这个当中， 安全是第一位

的。 失掉了安全， 就失掉了高铁的可信度。

这些年来高铁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但这

起事故提醒我们， 要更加重视高铁建设中

的安全问题， 实现速度、 质量、 效益和安

全的统一， 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相信有关

部门会认真汲取这起事故的教训， 从多方

面改进工作， 特别是要突破关键技术， 加

强管理， 使中国的高铁真正安全起来， 这

样才能在世界站得住， 有信誉。

温家宝说，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 ， 中国

的发展包括科技事业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一个国家要真正繁荣和强大， 必须依靠科

技的力量， 提高全民族的素质。 我们今天

站在这里总结事故教训， 并且寄托对死难

人们的哀思 ， 就要振奋精神 ， 团结一致 ，

更加努力地学习和工作。

在一个多小时里， 温家宝回答了记者

提出的

7

个问题。 约

80

家媒体的

180

多位记

者出席记者会。

温家宝到事故现场悼念遇难者并与中外记者见面

聚焦“

7

·

23

”特大事故

政府最大责任是保护人的生命安全

高铁建设应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温家宝回答遇难者亲属提问

据新华社温州

7

月

28

日电 针对一些遇

难者早就被公众知晓 ， 而警方公布其确认

名单滞后的现象 ， 温州警方表示 ， 这源于

抽血进行

DNA

鉴定的时间有先后。

26

日早间 ， 温州市委 、 市政府称 ， 遇

难者林焱的家属已与事故善后处理小组签

订赔偿协议， 是此次事故处理中达成的首

例赔偿协议 。 但是 ， 在当天下午警方公布

的 “

7

·

23

” 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

首批遇难者名单中， 大家没有看到林焱的

名字。

同时， 舆论普遍关注的

D301

次动车遇

难司机潘一恒 ， 也没有出现在首批公布的

名单中。

温州警方有关负责人对此的解释是 ，

送进殡仪馆的遗体有的很好辨认 ， 有的不

好辨认了 。 因此虽然家属进行了认领 ， 有

的还出现多人认领， 警方本着对死者负责、

对家属负责的态度， 进行抽血

DNA

确认。

因此 ， “大家早就知道林焱 、 潘一恒

遇难了， 公布的首批名单中没有 ， 是因为

他只经家人辨认确认 ， 尚未得到技术手段

确认。 林焱、 潘一恒等进入抽血、

DNA

鉴

定的时间晚了点 ， 最终确认公布的时间也

就跟着推后了 。 这两人分别在第二 、 第三

批名单中予以了公布。” 这位负责人说。

名单公布为何慢几拍

图为温家宝看望部分死伤人员家属。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