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省宝源丰禽业公司大火119人遇
难， 黑龙江省一中储粮直属库发生火灾，中
石油大连石化公司储罐闪爆……仅半个月
内，全国发生至少7起火灾事故。缘何火灾悲
剧频繁上演？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调查。

消防设备不“消防”？
消防设备作为灭火的第一道关口，现实

中却往往遭遇执行“折扣”。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规定，建筑占地面

积大于300平方米的厂房应设置相应规格的
室内消火栓，同时对不同环境下消防设备的
配备做出了严格规定。

记者3日晚进入吉林宝源丰禽业有限公
司事故厂区，对发生火灾的车间进行了近距
离观察。 该建筑为单层钢结构戊类厂房，用
于禽类屠宰加工车间及冷库，发生火灾的厂
房面积大约1.7万平方米，过火车间已经只剩
下钢框架结构， 车间内堆满了过火后的废
墟，工作人员正在清理现场。记者仔细观察
后，并没有看到现场有干粉灭火器、应急灯
等火灾应急设备。

数据显示，我国公共消防设施“欠账”严
重。公安部有关负责人在今年5月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些地方消防规划落实不到

位，消防站、消防供水等公共消防设施建设滞
后。全国地级以上城市消防站“欠账”30%，市
政消火栓“欠账”26.5%，农村公共消防设施严
重缺乏，难以适应灭火救援的需要。

消防设施难以发挥作用的另一个原因就
是群众的消防知识匮乏。“从来就没有火灾应急
演练，即便是有设备也不知道怎么用。”一位吉
林的火灾幸存者告诉记者。

“逃生通道”难逃生？
逃生通道形同虚设是一些重大火灾事

故中暴露出的问题，事故现场往往没有依法
设立消防通道，或是消防通道被违规占用。

吉林宝源丰禽业有限公司火灾事故现
场整个失火的车间日常只有一个出入的大
门，并没有专门设置的消防通道。“这个出入
的大门一般上班时都被锁上，火灾发生时逃
生的人群涌到门口才发现门口火势太大，门
很难打开，只好朝着与着火厂房相连的另一
个厂房跑去。”一位幸存者说。

由于消防通道被占用而酿成的悲剧去年
也曾上演。《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规定：可燃材料
露天堆场区，消防车道与材料堆场堆垛的最小
距离不应小于5米，但2012年4月广东省东莞市
一纸业公司发生火灾时，设计好了的消防通道

居然被违规占用，导致人员疏散困难，消防人员
经过近60个小时的努力才扑灭大火。

火灾预防如何更有效？
夏季是火灾多发季节，应当对重点行业

加强火灾预防管理。广东省一位安监部门执
法人员说，夏季温度高、湿气重，纤维类物品
容易聚热引发自燃；电器在潮湿的环境中容
易氧化，导致电线短路引发火灾。

黑龙江中储粮林甸直属库的火灾事故
就是由于导线绝缘皮破损、短路打火，引燃
配电箱附近的苇席和麻袋，引发火灾。国家
粮食局3日发出紧急通知， 指出这起事故反
映出个别企业对安全生产工作不重视，岗位
责任不落实，防范措施不到位，亟须采取切
实措施严格整改。

同时，目前消防专业力量不足也埋下了
火灾隐患。据统计，全国仍有167个县（市、
区、 旗） 未设公安消防监督机构，260个县
（市、区、旗）没有消防专业力量；乡镇一级没
有消防机构，失控漏管现象十分突出。

此外，公民消防安全意识和消防知识也
有待加强。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群众缺
乏基本的防火灭火和逃生自救常识。复旦大
学城市公共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滕五晓表示，

全社会应建立一套明确的公众消防知识培
训和消防应急演练体系，弥补公众的消防知
识漏洞。 （据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

大火“烤”问 ———火灾事故频发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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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圣何塞6月3日电 国家主席习
近平3日在圣何塞同哥斯达黎加总统钦奇利
亚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对建交6年来两国关系
取得的成果感到满意，决定加强交流合作，推
动中哥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习近平表示， 中哥建交虽然只有6年时
间，但两国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事实证明，
中哥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
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符合两国和两国

人民根本利益， 中哥关系完全可以成为不同
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

两国元首就两国合作交换了意见， 达成
广泛共识：

一是加强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推动
两国政府部门、立法机构、政党友好交流，在
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继续相互坚定支
持。

二是继续推进务实合作。 以两国自由贸

易协定为依托， 以政府引导、 企业参与的方
式，拓宽贸易领域，优化贸易结构，扩大贸易
规模。中方支持哥方经济特区建设，哥方欢迎
中国企业前来投资。 双方将探讨清洁能源合
作。

三是深化文化、教育、体育、旅游等领域
交流。加强青年和地方交往，搞好互派留学生
和孔子学院等项目。 中方继续为哥方培训各
类专业技术人才。便利人员往来，哥方将为中

方人员简化签证手续。
四是加强国际合作，特别是在气候变化、

可持续发展等重大问题上沟通和协调， 推动
国际关系民主化， 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整体
利益。

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了两国政府
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以及关于哥方公路、 炼油
厂改扩建投融资协议等多项合作文件签字仪
式，并共同会见了记者。

习近平同哥斯达黎加总统钦奇利亚举行会谈时强调

中哥关系可成为友好合作典范
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日本方面去年以来
的所作所为背弃和破坏了中日之间曾就搁置
钓鱼岛争议达成的谅解和共识， 这是导致当前
钓鱼岛局势紧张的根源。

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
伟日前反驳中方称， 日中双方就钓鱼岛问题从
来不存在搁置争议共识。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洪磊说， 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和缔结和平
友好条约时， 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从中日关系大
局出发， 就“把钓鱼岛问题放一放， 留待以后
解决” 达成重要谅解和共识， 这是历史事实。

洪磊强调， 中方再次敦促日本政府正视历
史， 尊重事实， 重视日本国内如前内阁官房长
官野中广务等有识之士的呼声， 即承认中日之
间曾就搁置钓鱼岛争议达成共识， 回到通过对
话磋商管控和解决钓鱼岛问题的轨道上来。

外交部发言人：

日背弃搁置争议共识
导致钓鱼岛局势紧张

据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 教育部网站消息
透露，2013年， 我国进一步提高重点高校招收
农村学生比例， 将去年面向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的1万名重点高校招生计划增至3万名。

据介绍，除扩大规模外，今年还扩大了招生
区域。 由原来680个县扩大到832个县，以及农
村学生上重点高校比例偏低的省份。 并增加了
高校， 由去年222所扩大到263所， 覆盖所有
“211工程”高校和108所中央部属高校。

教育部估算，2013年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
生专项计划扩大实施后， 全国农村学生上重点
高校的人数将比去年增加8.6%。

3万名农村考生
将走高考“特殊”通道

事故现场已无被困人员
■已造成119人遇难、77人受伤 ■公司周围空气质量未出现异常

图为6月4日， 武警官兵在清理火灾事故现场。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 国务委员、 国务
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副主任郭声琨3日在吉林省
德惠市吉林宝源丰禽业有限公司“6·3”特别重
大燃烧事故现场宣布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重要批
示和指示精神，事故调查组将按照“四不放
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

实效”的原则，认真开展事故调查工作，彻底
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相关责任
人，给全社会一个负责任的交待。

据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 记者从最高人民
检察院获悉，最高检目前已派员赶赴吉林德惠
宝源丰禽业有限公司火灾事故现场，与当地检
察机关查处事故可能存在的失职渎职犯罪。

据了解，获悉此次事故，最高检立即指
示检察机关第一时间介入事故调查，严查事
故所涉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

另据悉，最高检对中储粮黑龙江林甸粮
库大火事故也进行了挂牌督办，要求黑龙江
省检察机关严查事故背后可能存在的失职
渎职犯罪。

据新华社长春6月4日电 4日下午， 记
者从宝源丰有限公司火灾的第三次新闻发
布会上了解到， 目前事故现场已经没有被困
人员。 经记者最新核实， 截至目前事故已经
造成119人遇难、 77人受伤， 包括15名危重
症伤者。

记者从吉林环保部门获悉， 环保部门4
日对宝源丰禽业有限公司火灾现场周围进
行检测， 结果显示， 挥发性有机物0.01毫克
/立方米， 氨未检出， 空气环境质量未出现
异常。

长春市政府副秘书长赵显说， 3日晚宝
源丰公司火灾事故指挥部加大了搜救力度。
截至4日凌晨5时， 共出动500多名消防官
兵， 成立8个搜救组， 进行6次地毯式搜索，
目前已确定事故现场无被困人员。

他介绍， 现在现场搜救工作最大难题，
就是对液氨罐的处理。 火灾现场一共有13
个液氨罐， 里面有50吨液氨。 火灾发生时，
有一只液氨罐发生泄漏， 剩余的12个液氨
罐中还有47吨液氨。 发生泄漏的液氨罐目
前已被抢险人员成功处置， 剩余的液氨罐已
由抢险部门委托吉林市一家专业化学公司
对其进行倒罐处置， 以彻底解决潜在危险。

4日记者从收治伤员的多家医院了解
到， 目前部分伤员的伤情仍不稳定， 伤员伤
情主要是皮肤烧伤和吸入性损伤。 在长春市
中心医院， 北京积水潭医院和朝阳医院的4
名医生作为卫生部派出的专家组已投入紧
张的救治工作。 除了专家组会诊和及时治疗
之外， 一些收治医院还请来长春心理医院的
专家对伤者进行心理疏导。

目前， 事发地相关部门已通知遇难者家
属认领遗体， 能够现场辨认的遇难者遗体只
有67具。 技术人员正在对现场无法辨认的
遇难者遗体进行DNA取样， 以确认身份。

为了做好遇难家属的安抚工作， 吉林省
决定针对每个死者家属都成立一个工作小
组， 并要求认真做好此次事故的善后处理工
作。 做好家属安抚， 认真落实各项抚恤政
策， 切实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最高检介入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成立

图为6月4日 ， 在吉林省德惠市米沙子
镇一处临时DNA采血取样点， 遇难者家属
抽完血后走出采血处。 新华社发

新华社布鲁塞尔6月4日电 欧盟委员会4
日宣布， 欧盟自6月6日起对产自中国的太阳能
电池板及关键器件征收11.8%的临时反倾销
税。 如果中欧双方未能在8月6日前达成解决方
案， 届时反倾销税率将升至47.6%。

欧盟贸易委员德古赫特在发布会上表示，
临时税率将维持6个月直到12月份， 此后欧委
会将决定是否对中国产的光伏产品征收永久性
关税， 一旦征收， 该关税将持续5年。

欧盟对华光伏产品
征收临时性反倾销税

据新华社日内瓦6月4日电 联合国叙利亚
国际调查委员会4日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23
次会议提交报告， 称有“合理理由” 相信叙利
亚近期曾有4起武装冲突中使用了“有限数量
的有毒化学品”。

报告说， 叙利亚政府拥有一些化学武器，
而反政府武装也“可能” 获取和使用化学武
器。 报告指出冲突双方都犯下了战争罪行， 但
反政府武装的违反 （人权行为） 没有达到叙利
亚政府武装和亲政府民兵的强度和规模。

联合国调查报告认为
叙冲突中曾使用化学制剂

■关注吉林禽业公司火灾

据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 针对少数新闻单
位转让出版权、搞有偿新闻，个别记者在基层以
负面报道要挟进行敲诈勒索等情况， 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新闻报刊管理司日前对《购物导
报》《网络导报》《中国特产报》等3家报纸做出了
吊销出版许可和停业整顿的处理。据了解，这也
是近年来我国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对报刊社违法
违规行为处理最为严厉的一次。

《购物导报》存在利用出版活动谋取不正当
利益、 收取假发票并向部分单位和个人出借账
号、填报虚假材料违规申领记者证、擅自变更报
纸刊期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5月， 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依法吊销《购物导报》报纸出版许可
证，责令其立即停止一切出版活动，撤销以欺骗
手段为11人办理的记者证。

《网络导报》任命某广告公司人员为社长助
理，此人通过向地方政府发去“刊发通知”及批
评稿件，要求“三个工作日内与本报联系，逾期
本报视为同意稿件内容， 本稿将择期刊发”。今
年1月，原新闻出版总署依法吊销《网络导报》报
纸出版许可证，责令其立即停止一切出版活动。

《中国特产报》记者涉嫌在宁夏等地进行虚
假新闻及敲诈勒索。此外，该报社主要负责人由
同一家庭成员担任。今年4月，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对该报暂缓年度核验， 由其主管单位中
国产业报协会对报社进行停业整顿。

3家报纸违法违规
两家吊销出版许可 一家停业整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