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达卡4月24日电 孟
加拉国首都达卡24日发生一起楼房
倒塌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根据
急救部门和警方统计， 事故已经造
成至少83人死亡，700余人受伤。

当天上午9时许， 位于达卡市
郊萨瓦尔镇一栋八层高的商用楼
房突然倒塌。记者从当地急救部门

和警方了解到，萨瓦尔镇警察局和
该镇一家私立医院目前已经接收
83具遇难者遗体，伤亡人数可能继
续增加。

据媒体报道，23日，这栋楼房出
现裂缝，当局要求停止使用楼房，禁
止人员出入， 但是制衣厂厂主无视
规定，仍然要求工人继续工作。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美联社在微博客网站
“推特” 的账户23日遭电脑“黑客” 攻击， 发
布白宫发生爆炸、 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受伤的
假消息， 致使美国股票市场短暂震荡。

美联社微博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1时07
分发出一条快讯， 说“突发新闻： 白宫发生
两起爆炸， 贝拉克·奥巴马受伤”。 美联社几
乎立刻暂停微博线路， 通过企业通讯线路发

布公告， 说微博遭黑客劫持， 所谓白宫遇袭
是假消息。

支持叙利亚政府的黑客团体“叙利亚电
子军” 当天晚些时候“认领” 这次黑客攻击：
“叙利亚电子军拿下了美联社微博……拜拜，
奥巴马。” 这一黑客团体先前攻击英国天空新
闻电视台阿拉伯语网站和卡塔尔半岛电视台
手机应用软件服务。

新华社乌鲁木齐4月24日电 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党委宣传部获悉， 4月23日13时30分， 新疆喀什巴楚县发生
一起严重暴力恐怖案件， 造成民警、 社区工作人员15人死
亡， 2人受伤。

23日13时30分， 新疆喀什地区巴楚县色力布亚镇3名社
区工作人员到居民家中走访， 在一居民家中发现多名可疑人
员和管制刀具， 遂用电话向上级报告， 之后被藏匿于屋内的
暴徒控制。 接报后， 镇派出所民警和社区干部分头前往处
置， 先后遭屋内外暴徒袭杀。 此前被控人员也被杀害， 暴徒
点燃房屋焚烧。 随后赶到的民警击毙继续暴力对抗的暴徒，
控制现场事态。

据介绍， 该暴力恐怖案件， 造成民警、 社区工作人员15
人死亡 （维吾尔族10人， 汉族3人， 蒙古族2人）， 受伤2人
（维吾尔族）。 处置过程中击毙暴徒6人， 抓获8人。

初步查明， 这是一个预谋进行暴力恐怖活动的团伙， 案
件正在进一步侦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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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孟姣燕 曾楚禹◎

据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24日在人民大会堂分别会见美国
前国务卿基辛格、前财长保尔森。

在会见基辛格时，习近平赞赏其数十
年来积极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并作出
的特殊贡献。习近平说，我同奥巴马总统不
久前通话， 双方一致同意将继续推进中美
合作伙伴关系，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确
定了两国关系的战略定位和发展方向。中

美均已完成政府换届。中美关系过渡平稳，
起步顺利，开局良好，我对此感到高兴。双
方要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和机制性对话，
厘清利益契合点，推进各领域合作，相互尊
重，平等相待，妥善处理分歧。双方要从大
处着眼，登高望远，从战略高度认识当今时
代形势，始终把握两国关系的正确走势。同
时要从小处着手，积微成著。建立中美新型
大国关系需要双方一点一滴的实践和积

累。双方要加强在双边领域的务实合作，保
持在国际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协调， 推动两
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基辛格说， 我很荣幸能为美中关系发
展作出贡献。 美中合作对两国和世界都至
关重要。

在会见保尔森时， 习近平首先感谢保
尔森对四川芦山发生强烈地震的深切慰
问。习近平说，这场地震牵动每个中国人的

心。现在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有效、有序
进行，中国政府和人民有信心、有能力克服
困难，取得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胜利。

习近平说，当前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
发展。两国领导人保持密切沟通，双方建立了
90多个政府间对话机制，在广泛领域开展互
利合作。 中国正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朝着“两个百年”的目标前进。美国也在
振兴经济，推进改革。中美合作前景广阔。

据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日在中
南海紫光阁会见韩国外长尹炳世。

尹炳世代表韩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四川芦山发生强烈地
震表示深切慰问， 高度评价中国政府在抗震救灾中表现出的
卓越领导力， 并代表韩国政府向中方提供100万美元现汇援
助。 李克强表示， 感谢韩方的慰问和援助， 并借此机会， 感
谢各国政府和民间团体对中国芦山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给予的同情、 支持和帮助。

李克强说，当前，中韩关系已成为亚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之一，在国际和地区政治经济形势复杂演变的新形势下，中韩
之间建立相互理解、互信合作、稳定发展的关系尤为重要。 希
望双方继续加强沟通协调，深化务实合作，加快自贸区谈判，
不断充实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内涵， 这不仅能给双方人
民带来实际利益，也有利于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李克强指出，中方始终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维护半岛
的和平稳定，坚决反对与之相悖的行为。中方积极支持南北改
善关系，愿与韩方一道，努力推动形势向缓和的方向发展。

习近平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前财长保尔森

中美关系过渡平稳开局良好
李克强会见韩国外长尹炳世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忠诚
的共产主义战士， 我党政治工作和工会工作的杰出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第十一届、 十二届
中央政治局委员， 第七届、 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副委员长， 中华全国总工会原主席倪志福同志， 因病医治
无效， 于2013年4月24日15时在北京逝世， 享年79岁。

据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2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
署安排进一步做好四川芦山抗震救灾工
作，把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决定取消和下
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会议开始时，李克强提议，出席会议
的国务院领导同志张高丽、刘延东、汪洋、
马凯、杨晶、常万全、杨洁篪、郭声琨、王勇
等全体起立，为四川芦山地震中遇难的同
胞和在抢险救灾中英勇牺牲的同志默哀。

会议听取了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四

川芦山抗震救灾最新情况汇报。会议指出，
国务院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4月23日中央
政治局常委会精神， 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
要求，根据已明确的以四川省为主、形成统
一指挥体系的安排，继续各负其责、加强指
导、协同配合，着力抓好以下工作：一是目
前虽然已经过了72小时“黄金救援期”，但
仍不能轻言放弃， 要继续全力科学搜救被
困群众，排查盲点、不留死角。这次地震伤
员较多，要安排足够的医护人员和血浆、药
品等，确保得到及时救治。二是发挥灾区基

层组织作用，做好受灾群众过渡性安置。抓
紧将急需的帐篷、衣被、活动板房等物资调
运到位， 尽快将中央财政下拨的补助粮款
发到因灾无房可住、无生活来源、无自救能
力的“三无人员”手中，保证受灾群众有安
全住所、有饭吃、有干净水喝。把强化卫生
防疫作为当前抗震救灾的重要任务。 三是
针对气象变化带来的新情况， 加强监测预
警，做好滑坡、塌方、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应
急防范，务必避免新的人员伤亡。四是加大
道路抢通、保通、保畅工作，及时修复电力、

通信、供水等设施。抓紧恢复医疗机构、商
业网点、学校等正常运转，尽快恢复灾区生
产生活秩序。 五是及时组织开展灾害损失
评估，适时启动灾后重建工作。

为落实《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
方案》，会议决定，第一批先行取消和下放
71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 重点是投资、
生产经营活动项目。会议指出，这是深化
改革、加快职能转变的重要一步，必须精
心组织实施， 做好与相关法律法规的衔
接，及时公布，接受各方监督。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进一步做好抗震救灾工作

把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

据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当前， 我国部分
地区出现了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为切实做
好防控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各地，一
是要保证参保患者及时救治， 二是要减轻患者
经济负担，三是要及时结算医疗费用。这是记者
24日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了解到的。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各地医疗保险管
理部门，在入院标准、定点医院选择等方面适当
放宽条件，保证参保患者及时救治。对于因治疗
需要， 经基层医疗机构转诊至高级别医院的患
者，可执行基层医疗机构支付比例或按地方规定
适当提高支付比例。对参保患者治疗期间确需使
用的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药品和医
疗服务项目，各地可参考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组织人感染H7N9禽流感临床专家组制定的
人感染H7N9禽流感诊疗方案，根据急救、抢救需
要，予以放宽。

据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国家卫生计生委
24日通报， 23日16时至24日16时， 全国内地
未报告新增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

通报称，截至目前，全国内地共报告108例
确诊病例，其中死亡23人，康复14人。病例处于
散发状态，尚未发现人传人的证据。

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发布的有关规
定， 从4月24日起， 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信
息由日发布改为周发布。

据新华社台北4月24日电 台湾卫生主管部
门疾病管制局24日傍晚通报， 台湾地区出现首
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确诊病例，目前该患者已
被送往专门医院进行治疗。

据台疾管局介绍， 这名在苏州工作的53岁
台湾男性，3月28日至4月9日在苏州，4月9日由
上海返回台湾，12日开始出现发热、盗汗和倦怠
等症状，16日因高烧就医， 入住某医院急诊病
房。24日上午以RT-PCR验痰呈现H7N9阳性，
当日傍晚以基因定序确诊。

通报称， 该名患者在苏州期间没有禽鸟接
触史，也没有食用未熟禽类或蛋品。

目前统计，与他接触者共有139人，其中密
切接触的医院工作人员中有3人出现上呼吸道
症状。目前所有接触者都被密切关注。

据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国家卫生计生委
应急办主任梁万年24日说， 在对H7N9禽流感传
染来源没有完全查明和有效控制之前， 散发病例
有可能继续出现，疫情发生地也有可能继续扩大。

世卫组织：
中国禽流感疫情应对堪称典范

据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世界卫生组织卫
生安全和环境事务助理总干事福田敬二24日
说， 中国的H7N9禽流感疫情应对堪称典范。在
全球化的世界上，疫情风险是我们的共同风险，
这就更凸显中国在遵守国际卫生条例方面发挥
榜样作用的重要性。

据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世界卫生墨尔本
合作中心主任安妮·凯尔索24日在中国-世卫
组织人感染H7N9禽流感联合考察组通报会上
说， 活禽市场是人感染H7N9病毒的主要来源
地，关闭活禽市场的做法行之有效。

■台湾出现首例H7N9病例 ■24日内地未报告新增病例

图为4月20日， 大陆提供的H7N9流感病毒株运抵台湾疾病管制局实验室。 新华社发

减轻禽流感患者经济负担人社部：人社部：

倪志福同志逝世

新疆喀什巴楚县
发生一起严重暴力恐怖案件
造成民警、社区工作人员15人死亡

微博遭“黑” 美联社报白宫遇袭假新闻 楼房倒塌 事发孟加拉国，已致83人死亡

据新华社东京4月24日电 日本 《朝日新闻》 24日发表
社论， 批评日本国会议员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牌位的靖
国神社。

这篇题为 《政治家要有大局观》 的社论说， 日本到底在
想什么？ 这个国家为政者的国际感觉令人生疑。 在安倍内阁
3名成员之后， 朝野政党的国会议员大举参拜靖国神社， 其
中不少议员身居政府和政党要职。 这种刺激邻国神经的行为
在政治家中蔓延， 只能令人忧虑。

社论指出， 政治家在历史问题上缺乏考虑的行为， 损害
了日本的国家利益。 首相安倍等政治家如何看待可能导致日
本在东北亚多边外交中陷入孤立的状况？ 最重要的是致力于
与中国和韩国建立信赖关系， 不要失去真正的大局观。

日媒批评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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