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检、公安部：

首批督办电信网络
诈骗案起诉564人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记者24日从最高检
获悉，最高检、公安部联合挂牌督办的21起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案件目前取得明显办案成效。截至目前，除
1起处于侦查阶段外， 其余20起案件已批准逮捕7件
481人，移送审查起诉9件564人，判决4件53人。

据了解，作为最高检、公安部第一批挂牌督办的
21起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均属于涉案人员众多、
涉案金额巨大、社会影响恶劣的特别重大案件，主要
包括三种类型：一是涉校学生被诈骗重点案件，如山
东临沂徐玉玉被电信诈骗致死案； 二是跨国境引渡
回国诈骗团伙案件，如“8·20”亚美尼亚专案；三是公
安部重点督办系列诈骗专案， 如浙江绍兴系列钓鱼
软件刷单特大网络诈骗案件。

战略矛盾难消除3
� � � � 然而， 应该看到， 美国的国家政策
和全球战略， 不太可能因为一位新总统
上台而出现重大调整和改变。 即使改变，
也是策略和方式的调整。 罗英杰认为，
无论俄美两国关系缓和程度有多深， 俄
美的深层矛盾难以解决， 美国对俄罗斯

的防范、 遏制不会根本性缓解。
在分析俄美关系未来发展前景时， 专家

们对俄美两国关系能否长期稳定发展都比较
谨慎。 陈玉荣认为， 即使俄美关系出现改
善， 但两国关系不会发生质的变化， 因为俄
美战略竞争的关系不会根本改变， 两国结构

性矛盾、 利益上的冲突既多又深。
李勇慧认为， 俄美两国结构性矛盾

难以消除， 美国要维护全球霸主地位， 俄
罗斯依然会继续强力捍卫后苏联空间，
同时还希望美平等相待。 作为战略竞争
对手， 又都是核大国， 双方的防范或大于
合作。 长期看， 两国战略矛盾难以消除，
在独联体地区和中东的博弈将持续下去。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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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姜琳 安蓓

2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
指导各地和中央企业严格按标准对今年化
解淘汰过剩落后产能任务开展验收， 国务
院有关部门要按照验收标准组织抽查，严
格把关，确保产能真去真退。 特别是对落后
产能必须坚决淘汰，不得搞等量置换。

专家表示， 这对下一步钢铁煤炭行业
去产能的开展提出了明确要求。

按照国务院关于去产能进度安排 ，
2016年应压减粗钢产能4500万吨左右，退
出煤炭产能2.5亿吨以上。 目前上述任务已

基本完成。 不过，近期受多种因素影响，钢
铁煤炭出现价格过快上涨，为此，个别企业
出现违规新增产能的现象。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许昆林说：
“近期钢铁煤炭价格上涨使得社会上对去产
能产生了一些担心，也确实有部分地区和企
业有所动摇。 对此必须保持清醒，这种上涨
仅是阶段性需求变化带来的短期波动，还有
个别投机炒作推波助澜，并非长期趋势。 ”

许昆林表示， 当前钢铁煤炭产能过剩
的状况并没有改变。 因此去产能的决心不
会动摇，力度也不会减弱。

针对发现的河北安丰钢铁有限公司未

批先建边批边建钢铁项目、 江苏新沂小钢
厂生产销售“地条钢”等顶风违法违规、严
重干扰正常生产经营秩序问题， 本次国务
院常务会议提出，国务院决定派出调查组，
予以严肃查处， 对相关责任人严厉追责问
责，并公开通报调查处理结果。

会议还要求， 要进一步落实有保有压
的金融政策，继续鼓励如宝钢、武钢等的优
势企业加大兼并重组力度。 尽快出台去产
能相关债务处置、资产处理等政策措施。

“钢铁、煤炭价格快速上涨，使我们面
临一个稳供应与去产能的两难选择。 这种
情况下，迫切需要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更多地靠市场化和法治化来去产能。 ”全国
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说。

他认为，在法治化方面，应依法按照环
保标准，对低端的、高污染的“小散乱”企业
和“僵尸企业”依法取缔；同时要靠市场化
的兼并重组提高产业的集中度， 稳定供求
关系。

“明年去产能的任务还会非常繁重。 因
为今年的人员安置工作还有一定滞后性，
关停煤矿的债务处理才刚刚起步， 有些问
题和矛盾将更加凸显。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副会长姜智敏表示。

（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国务院常务会议：

确保钢铁煤炭产能“真去”“真退”

� � � �据新华社江西丰城11月24日电 丰城电
厂“11·24”事故现场搜救基本结束，截至22
时，确认事故现场74人死亡，2人受伤。目前，
工作人员已核对确认了68名遇难者身份信
息。 确认身份的遇难者年龄最小的23岁，最
大的53岁。善后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

24日早上7时40分许，江西丰城电厂三
期在建冷却塔施工平桥吊发生倒塌， 造成
横版混凝土通道倒塌。 当日上午11时左右，
新华社记者赶到丰城电厂三期事故现场。
记者在现场发现，内径125米、高70多米的
在建冷却塔内，施工平桥吊坍塌在地上，钢
筋扭曲叠杂在一起。 现场救援人员正迅速
地用液压剪等工具， 剪断纠缠在一起的钢
筋，清理现场，搜救仍被压在底层的工人。
搜救犬正在逐一搜寻现场有无生命迹象。

11时40分左右， 陆续有十五六具遇难
者遗体从坍塌现场抬出。 死亡人员主要来
自河北、湖北两省。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逃出来以后就
吓傻了。 ”记者在丰城市人民医院见到了目
前在接受治疗的事故幸存者王摇胜。 他和
当时也在现场、 现在医院照顾他的几名工
友回忆了那惊恐的一刻。

24日一早刚过7时，他们10多位工友就
到达冷却塔内，进行零班与早班的交接。 在
他们头顶上方70多米的高处， 搭建有施工
平台， 那里还有几十名工人。 大概五分钟
后，他们突然听到头顶上方有人大声喊叫，
接着就看见上面的脚手架往下坠落， 砸塌
水塔和安全通道。 在地面层工作的工人迅
速往冷却塔外跑。 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内，
整个施工平台完全坍塌下来。

“当时上下施工平台用的电梯，一起坍
塌了。 除了地面层的工友，在上面的人全部
坠落，被钢筋等材料压在下面。 ”王摇胜说。

从地面层成功逃生的工人王耀龙说，
地面层的工人除了两人轻伤外都安全逃
生，他们主要来自甘肃天水市。

记者了解到， 发生事故的工地全称是
“丰城电厂三期扩建工程”， 建设单位是江
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丰城三期发电厂，总

承包单位是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
力设计院有限公司，主体施工单位分别由4
家公司分别中标建设。 发生事故的是由河
北亿能烟塔工程有限公司负责的D标段工
程，即冷却塔与烟囱施工项目。

丰城电厂三期扩建工程是江西省重点
工程，本期工程投资总额76.7亿元。 发生事
故的冷却塔今年4月份开工建设，计划建设
高度156米。

冷却塔与烟囱施工项目的工程部工程
师廖辉寿介绍说， 冷却塔是双曲线建设工
程，属于复杂的建筑种类。 冷却塔外壁薄，施

工平台跟随施工进度抬升。 发生事故时，冷
却塔已建设到70多米。 据介绍，河北亿能烟
塔工程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冷却塔、烟囱、
环保工程建设施工及项目改造的一家公司。

事故发生后，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党组
书记、 局长杨焕宁率工作组于24日下午赶
到现场，指导协助地方工作。 24日上午，江
西省委书记鹿心社、 省长刘奇赶赴丰城电
厂事故现场指导现场救援工作， 召开现场
会，组织指挥现场救援和善后等工作。 记者
抵达时，现场已有373人参加救援，投入22
台设备、7部吊车。 截至16时50分，江西武警

总队共组织协调宜春、南昌、新余、吉安4个
支队部分力量增援， 调派32辆消防车、212
名官兵、9条搜救犬、2台无人机、7套生命探
测仪和7套3G单兵图传设备到场处置。

24日中午，江西省成立现场指挥部，下
设现场救援组、医疗组、安全保卫组、舆情
组、善后处理组、技术组和后勤保障组等7
个组，把抢救人员放在第一位；目前相关部
门正尽快核清事故发生时现场人数， 一一
核对伤亡人员个人信息； 对每名死难者安
排一个工作组，做好死难者家属接待、服务
和心理疏导等工作。

� � � � 11月24日， 救援人员在事故现场工作。 新华社发

� � �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特朗普
展开良性互动， 俄美关系基调正在发生变化， 国际舆论由
此对俄美关系改善的前景普遍感到乐观。 一些俄罗斯问题
专家指出， 在特朗普当政初期， 俄美关系改善的可能性比
较大， 但由于结构性矛盾突出， 俄美关系未来长期发展仍
存在许多难题。

� � � � 由于在北约东扩、 欧洲安全架构、 乌
克兰问题、 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俄制裁、 叙
利亚反恐等诸多问题上的矛盾突出， 近两
年来， 俄罗斯与美国关系跌入冷战结束以
来的最低水平。 有西方媒体甚至一度认为，
俄美两国有陷入“新冷战” 的危险。

然而， 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多次对
普京表示好感， 认为普京是一位强有力的
国家领导人， 并表示他当选之后要改善与
俄罗斯的关系。 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出来之
后， 普京和俄政府抓住机遇， 寻求与美国
关系的改善， 普京迅速给特朗普发去贺电
并通电话， 表示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摆脱
危机”， 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

中国社科院俄欧亚所俄罗斯外交室副主
任、 研究员李勇慧认为， 特朗普上台后， 俄美
关系会得到缓和。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
研究所所长、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合作
组织研究中心主任陈玉荣指出， 目前可以说，
俄美关系的改善实际上已经开始起步。

� � � � 虽然俄美关系出现改善机会， 但由于
两国矛盾尖锐复杂， 双方要实现关系的改善
任务艰巨。 陈玉荣说， 回顾2016年， 俄美
关系一直在“冰点” 上滑行， 在军事安全方
面持续对抗。 如果再联系到美国国内复杂的
政治因素， 来自非建制派阵营的特朗普， 面
临建制派阵营和美国政治体制的制约， 俄美

关系改善面临的问题应该说是十分复杂的。
因此， 在最初表达相互改善关系的意

愿之后， 俄美双方接下来还需要探讨如何
寻找到利益的契合点。 李勇慧认为， 在国
际层面， 俄美近期有可能试图在以下几个
问题上找到突破口： 一是叙利亚危机的解
决之道； 二是乌克兰危机中俄美在乌东部

的妥协； 三是北约欧盟东扩的步伐及对俄
西部的军事施压。

而在双边层面， 陈玉荣认为， 俄方最
希望的是美国在解除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经
济制裁方面发挥领头和示范作用。 但国际
关系学院教授罗英杰则认为， 相比之下，
美俄在国际热点地区问题上寻找合作的可
能性更大。 例如， 双方将来可能在叙利亚
展开反恐合作， 因为俄美已在叙利亚问题
上取得了一些进展。

关系改善已起步1

仍需寻找突破口2

俄美关系改善可期
深层矛盾难除

韩总统府
澄清购入“伟哥”缘由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23日澄清，不到一年前确实
曾购入大约360片万艾可（俗称“伟哥”）及同类药
物，用途是防治高原反应。

此前一天， 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议员金
相熙（音译）爆料说，青瓦台2015年12月曾购入364
片“伟哥”及同类药物。不少人随即质疑，青瓦台为何
大量采购这种男性性功能障碍治疗药物，而“伟哥”
一词迅速跃升至韩国几大门户网站的热搜榜首位。

对此，青瓦台发言人郑然国23日表示，总统朴
槿惠今年5月访问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乌干达等非
洲三国，而去年12月采购“伟哥”就是为总统随行人
员准备的防治高原反应药物。

据了解， 上述三国的首都均地处高原， 海拔在
1000米至2000米之间。韩国医生经常建议登山者携
带“伟哥”，认为这种药物对防治高原反应具有一定
效果。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
少数民族文字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
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的蒙古、藏、维
吾尔、哈萨克、朝鲜、彝、壮等7种少数民族文字单行
本已由民族语文翻译局翻译，民族出版社出版，即日
起向全国公开发行。

我国将开通交通违法
视频举报平台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记者24日从公安部
获悉，我国将开通交通违法视频举报平台，受理群众
传送的车载行车记录仪记录的交通违法视频信息。

近日，公安部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互联网＋
公安政务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推进轻
微交通事故网上快处快赔，快速化解损害赔偿纠纷。
实行跨省异地缴纳交通违法罚款， 实现驾驶人可自
行选择在任何省份代理银行营业网点或者通过网上
支付、自助服务终端等方式缴纳罚款。实行机动车驾
驶人网上满分和审验教育，扩大业务服务覆盖面。

普京

特朗普

10月份大陆赴台游客
同比减少44%
� � � � 新华社台北11月24日电 台湾观光部门公布的
最新数据显示， 大陆赴台游客数量继9月份同比下
降近四成后，10月份扩大为同比下降44.3%。 数据显
示，10月份大陆赴台游客为21.54万人次， 较去年同
期的38.67万人次下降了17.13万人次。 目前，大陆仍
为台湾第一大客源地。

国际观察

现场搜救基本结束丰城电厂“11·24”事故已致74人死亡2人受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