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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江苏盐城电(记者贾
启龙)一场特大风雹灾害，袭击
了江苏盐城多地。江苏省军区
4000 名官兵和民兵组成的救援
队，第一时间赶赴灾区实施救
援，为灾区群众撑起一片天空。

风雹过后半小时，阜宁县人
武部政委卜宪沛，接到一条从基
层传来的模糊情报：县属多处乡
镇疑似遭遇巨型风雹侵袭。

电话求证，无法联通。“通
信中断地区必定受灾。”卜宪沛
一边紧急上报情况，一边启动
应急预案，同时命令未受灾的
各乡镇武装部长，动员所属民
兵做好随时抗灾的准备。

近年来，阜宁县加大应急
应战力量建设，每个乡镇编配
了数百名民兵，并组建了一支
由 40 人组成，经防火、抗洪等
专业化训练的民兵应急分队。

很快，卜宪沛带领 80 人的
民兵应急分队，向受灾严重的
硕集社区挺进救援。

“灾后 4 小时，对留守的儿
童和老人来说，是救援的‘黄金
期’。”卜宪沛说，分散在各地、
视灾情为军令的民兵在专业救
援部队抵达灾区之前，已通过
自救的方式挽回了 80 余名群
众的生命。

获悉灾情后，江苏省军区
和盐城军分区迅即启动救灾预
案，组建前进指挥所，省军区炮
兵团、连云港警备区某海防团、
某海防营等部队千名官兵，及
盐城地区 3000 余民兵，依令携
带各式救援物资、器材向受灾
核心地区挺进。

挺进受灾核心地区后，救援部队受命拆除危房。
受风雹袭击，大多民房损伤严重，极易坍塌，而且废墟

上遍地都是散落的钢钉和玻璃。
25 日上午，在清理废旧门框时，某海防团战士李明的大

拇指和手腕肌腱受伤，被送医救治。不料，缠着绷带、打着石膏
的他竟搭乘一辆地方车辆“强行”出院；士官李小阳左手食指
被电线切断，手术后刚醒，他就多次请缨再赴一线救灾……

某海防团政委郭强说，3 天来，他们先后清除危房 600
余间。

某海防营中士向大宇清房时，闻到一股浓烈的煤气味。
原来，埋在废墟下的一罐煤气，受楼板挤压后，阀门松动漏
气。当时，救灾现场人头攒动，如果碰到明火，后果不堪设想。

向大宇推开战友，独自跳到埋罐的深坑内，忍着强烈的
刺激味道，因担心铁镐撞击摩擦生火，他用双手刨了一个多
小时，终于将煤气罐挖掘出来，解除了安全隐患。

最近，盐城当地微信圈热传一张手被划伤 10 厘米血口
的照片。照片的伤者是某海防营教导员吴海军。他在拆除旧
房顶时，被一根树杈划伤。清创之后，他带着部队继续奋战。

“正是这一双双手，让我们盐城挺起胸膛，度过危机！”

当地群众在朋友圈纷纷点赞。
江苏省军区某炮兵团在清理危房时，一名中年妇女请求

官兵帮她在废墟中寻找一张母亲的旧照。这张老人留给女儿
的唯一照片，承载着亲情的思念。

得知情况后，团长黄骞轶派一个班的战士，用手刨了一个
多小时，从废墟中找到那张失而复得的照片。抱着残破的镜
框，那位妇女泪如雨下，连连感谢。

73 岁老人金德福，刚刚收获的 26 袋麦子被埋，眼看就
要被潮湿的天气捂坏。某海防营派出 15 人组成的突击队，
将粮食全部抢救出来。

一名 5 岁的女孩目睹了奶奶罹难，痛哭不已。某炮兵团
派卫生队心理医生采取认知疗法、情感宣泄等办法，对孩子
实施心理干预，并为她讲故事、陪做游戏，买来玩具。两天
后，女孩情绪逐渐恢复平静。

搭设帐篷、清理垃圾、运送物资、抢救粮食……“从现在
开始，我们重点协助受灾村民重建家园、恢复秩序。”江苏省
军区政委曹德信说，“我们将组织所属部队对受灾地区开展
精准扶贫工作，让群众尽早挽回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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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太原电(记者王文化、梁晓飞)煤炭去产能、减产量
已进入全面执行阶段。基层煤矿情况如何？靠什么渡过难关？
干部职工有何担心、期盼？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近日来到山西
阳煤集团一矿井上井下实地采访。

先降干部的工资

有着 60 年开采历史的山西阳煤集团一矿近日首次核减
了它的产能：工作日从 330 个减至 276 个，产能减了 120 万
吨，相当于建矿时的设计产能。
实行减量化生产后，以量补价、摊薄成本的法子不灵了，降

成本的压力增大。矿长吕维赟说，2012 年吨煤生产成本 312
元，去年不到 200 元，今年的目标是降到 180 元。他扳着指头一
项项算：今年电价降了 3 分钱，但随着生产线路延伸，设备跟
进，电费几乎没有降的空间；材料费已经降了一半；设备租金还
在增加。算来算去，只有人工成本最不愿意降，但最容易降。

减人，就是增效。一矿职工最多时 1 . 2 万人，现在减到
6900 人。通过轮岗轮休，实际上岗 6000 人左右。矿上 26个科
室整合成 16 个，“矿-井区-生产队”三级管理中的井区消失
了，一起减掉的还有 20 多名科室干部。

降工资，先降干部的。从矿领导到科室干部、地面职工、井
下辅助工直至井下一线矿工，工资降幅逐步减少。42 岁的井
下矿工梁学平，从往年平均收入 10 万元减至去年收入 8 万多
元。收入下降后，年轻人感受最明显。刚工作一年半的中国矿
业大学毕业生董跃文说，前几年买车的矿工挺多，而现在的年
轻矿工还没能力购车。

困难时期，煤矿要求队级以上干部每人包 10 名工人，帮扶
解困。一矿工会副主席李金良说，2014年全矿排查出 15户特困
户，去年 20户，今年预计更多。他们正谋划着在煤矿附近开设一
批摊铺，无偿做一些柜台，引导困难职工增强自谋生路的能力。

越困难越要加强管理

由于矿长或书记都要下井，记者在矿上采访几天很难在
井上找到他们。一矿党委书记尹爱说，按规定矿领导每人每月
下井 10 次，其中 5 次带班。要和工人同下同上，还要不定期下
井检查，1个月有一半工作时间在井下度过。

“越困难越要加强管理，这样才能带好队伍。在这种市场
情况下，一旦出事故，银行贷款就卡死了。资金链一断，说什么
都晚了。”尹爱说。

每天早上 6时起床，6时 45 分准时开碰头会，首先合唱
《阳煤集团之歌》，背诵安全理念。7时 20 分开班前会，进行安
全预想、安全宣誓，明确岗位职责和安全自保互保措施等。一
矿洗煤厂党总支书记王志民说，越是困难时期，越要提高职工
守纪律、讲规矩的意识。

在一矿“任海平技能大师工作室”内，8 名刚刚升井的职
工利用工余时间，接受井下机电维修方面的培训。机电工毋瑞
兵说，现在井下设备比过去先进了，要降低维修成本就要加强
学习。“只有多学技术才能挺过难关。”

有些人觉得煤矿现在不行了，但在综采工梁秋生看来，尽
管收入比最高时的 1 . 2 万元降了四五千元，但去产能的政策
给矿工吃下了“定心丸”。和去年比，不光每周都能休息 1 天，

干活少了、产量少了，煤价反而回升了。

卖了裤子也要治瓦斯

左手一拉开关，赶忙抱紧“猴车”，经过约 6 分钟滑行，就到
了 400 多米深的矿井。换乘井下小火车，在车身和车门叮咣的
撞击声中，约半小时后，才能到达距井口最近的 8203 工作面。

正在为综采机头更换链轮的矿工武文戌说，已经推进了
700 多米，剩下的煤还够采 4个月。随行的瓦斯员现场测了一
下瓦斯含量：0 . 01，在安全范围内。

生产科的龚雪峰说，一矿是高瓦斯矿井，煤质软、瓦斯含
量高、治理难度大，这个数值的背后是大量的安全投入。“一个
工作面采煤，要打 4 条巷道抽瓦斯；工作面里，每隔 3 米还要
往煤层中打 1根上百米长的瓦斯抽采探头。”

这个最近的工作面，一下一上，记者用了 2个小时。矿工
们说，最远的工作面离井口 1 . 7 万米，从下井到工作面就要 2
小时。生产线拉长了，安全隐患随之增多。“卖了裤子也要治瓦
斯，光勒紧裤腰带已经不行了。”吕维赟说，煤矿可以千方百计
降成本，但安全投入不能少，安全管理不能松。

吕维赟说，一矿是集团的主要盈利单位之一，目前还有微
利，能保证工资的按时发放。最担心市场继续下滑，收入再减
少，可能会对队伍稳定、安全生产造成影响；最希望去产能的
措施能严格落实，市场供需早日回归平衡。

为适应市场，一矿也在努力进行结构调整，提高产品质
量：原先洗煤厂只洗块煤不洗末煤，现在建立了洗末煤车间，
提高煤质，以图在市场上占主动。

“越困难，越要加强管理”
山西阳煤集团一矿去产能见闻

中国诗人吉狄马加获得

欧洲诗歌与艺术荷马奖

据新华社深圳 6 月 28 日新媒体专电(“中国网事”记者彭
勇、孙飞)业主联名声援、评级机构关注、社会舆论热议…… 27
日的股东大会将万科股权之争推向白热化。专家认为，万科事
件各方博弈已进入“决战”阶段，但未来走向仍然存在变数。

万科股权之争引发“涟漪效应”

“作为业主，我难以相信，一个唯权力资本是从的万科，还会
尊重业主的诉求，还会为业主提供精细化的服务。”一份《全国万
科业主联合支持万科的声明》在微信中流传，声明支持万科的管
理层。记者在声援页面上看到，签名人数至 28日超过 14万人。

事实上，作为当前中国资本市场最受关注的事件之一，万
科股权之争的影响已经溢出本来的界限，引起了越来越多的
连锁反应和社会关注。

“部分已经销售未结的项目面临着退订和交付的风险，客
户由于焦虑而质询的情况在成倍增加，银行和评级机构在重
新评估公司的信用风险。”万科总裁郁亮在 6 月 27 日的股东
大会上说。

27 日，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发布关于万科董事会争议
的英文信用报告，穆迪认为，罢免万科现有董事及监事会带来
负面信用影响。如果该提议得以实现，万科现有的信用评级以
及展望会面临调整压力。另一家评级机构标普暂无调整万科
评级的计划，但表示将继续关注万科股权之争，以及管理层的
变化。标普分析师表示，目前事件暂时没有负面影响。如果万
科股权之争进一步发展，会考虑调整万科评级。

监管部门也迅速发声。27 日晚，万科股东大会结束后不

久，深交所便向宝能和华润发了两份关注函，要求钜盛华(“宝
能系”投资主体平台)、华润就涉嫌形成关联和一致行动人关
系一事作出说明。

舆论观点众说纷纭、激烈碰撞

是尊重资本？还是狙击恶意收购？几天来，随着万科股权
之争不断发酵，在舆论场上各方观点呈现出激烈碰撞的态势。

“应尊重资本‘罢免王石’的意志与权利。”一方观点认为，
宝能举牌万科，并未有违规行为，均是按照合法程序。在这种
情况下，即使王石等高管被罢免从万科出局，也是资本的意
志，公众或许不认可，却也要尊重资本的权利。

北京工商大学保险研究中心主任王绪瑾认为，“宝能系”
收购万科股权的行为是合法、合规、符合国际惯例的，同时也
符合保险业自身发展规律和资本市场发展的内在需求。

“近期万科事件在市场的热度很高，我们认为这一事件是
理想化的创始团队与资本的竞争，目前的情况对资本来讲是
比较有利的。”中信建投证券分析师赵耀说。

另一方观点则认为，作为创始团队的王石等人，代表着万
科的历史，塑造了万科的文化，而且近年来业绩仍呈现良好的
发展势头，其有资格捍卫公司的发展方式，狙击恶意收购。

“在万科这样一个股权极度分散的公司里，正是万科团队
有效推动了万科发展，从万科的发展来看，万科团队无疑是一
个优秀的团队。”财经评论员皮海洲说。

SOHO中国 CEO 张欣、融创中国董事长孙宏斌、锤子科
技 CEO 罗永浩……众多企业界“大咖”也纷纷发声，从企业家

精神的角度，认可王石团队对万科发展付出的努力。

未来走向有多种可能

经历了多次剧情起伏之后，万科股权之争正呈现愈演愈
烈的态势。业界人士认为，目前最终结果存在多种可能。

首先，当前万科大股东之间“合纵连横”跌宕起伏，在大股
东的共同反对下，深圳地铁入股万科、万科重组计划在股东大
会通过的形势不容乐观。

27 日万科股东大会后进行的决议投票环节，万科 2015
年度董事会报告、监事会报告均被投票否决，分析人士认为，
这显示各方矛盾进入白热化。同时，有券商分析师认为，若万
科股权之争持续发酵，公司动荡、股价下跌将很难避免。“一方
面需要为大盘走势补跌，另一方面由于重组可能失败、董事或
被罢免等利空因素，万科复牌下跌的概率很大，但下跌的空间
仍然有限。”一位券商分析师表示。

万科董秘朱旭称，万科停牌前，涨了 60% 以上，优于大盘
和同行，复牌后股价确实有下跌压力，公司前景目前有些不明
朗，不排除股价下跌、业绩下跌的可能性。

一些业内人士分析，万科股权之争各方仍存在妥协的空
间，事件发展仍有转机。“我不认为大股东可以为所欲为，我们
还有监管部门。”王石说，“我们一直往前走，如何协调各方面
利益，为了稳定，万科本身一直是在妥协。”

“关于万科的事情，还是呼吁各方不要以自己的利益最大
化为目标，而是以公司整体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英大证券
首席经济学家李大霄说。

万科股权之争引发“涟漪效应”
未来走向仍存变数 各方仍有妥协空间

新华社上海电(记者李荣)在沪郊奉
贤，一位 86 岁的陆姓老人，最近说出了自
己的一个“梦想”：“脑梗后，行动不便，每天
练习行走，防止肌肉萎缩，希望有一个按摩
洗脚盆或桶，更好地进行康复治疗，减轻子
女负担。”

这一个小小“梦想”，已经出现在奉贤
“圆梦行动在贤城”主题活动组委会的“梦
想清单”之中，上面清清楚楚地写明梦想内
容和联系人，将在当地推出的“爱心集市”
上发布。不论是当地的党组织、党员干部，
还是企业、文明单位、社团组织和爱心人
士，都可以“认领”百姓小小的“梦想”，并帮
助兑现他们的梦想。

奉贤这个地名，就是由“敬奉贤人”而
来。奉贤区区委书记庄木弟说，今年是建党
95 周年，由党委引领、社会参与，推出“爱
心集市”，人人争做“贤人”，形成“贤文化”
活动，将“爱的暖阳”洒满城市的每个角落，
将党的关怀倾注到需要帮助的每一个人。

在当地采访，记者了解到张明朗等 30
多名“留守”儿童的小小“梦想”：“期待与父
母见面，期望提供摄影服务，制成相册，寄
给远方的父母。”这个梦想在“爱心集市”上
发布之后，马上就有“认领者”与相关的联
系人取得联系。而且，“认领者”不止一人、
一处，有一家摄影机构愿意免费给这些小
朋友拍照，并制成一本本精美的相册，寄给
他们在外地的亲人。还有的爱心企业和爱
心人士更是提出：愿意出资让这些孩子们
到他们父母工作的地方去看一看、聚一聚、
游一游。

奉贤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平台
“爱看奉贤”上，一位姓沈的盲人及尿毒症
患者诉说，由于家里没有洗衣机，知道家里

的衣服等都是老伴用手一盆盆地洗，心里常常会很难受。“我
的梦想就是想要 1 台洗衣机。”听到盲人阿姨这样恳切的话
语，不止一个人都响亮地回应：“这样的梦想，我们圆得了。”

“在短短的 1 个月里，已经征集到 1400 多个美丽梦想。”

奉贤区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张今说，目前已将这些梦想分成
资金帮扶、教育成长、青年创新创业等 9个大类。“梦想”当中，
既有个人的梦想，也有集体的梦想。“更为可喜的是，已有相当
一部分‘梦想’被认领，社会都在动起来，大家一起帮着圆梦。”

据了解，上海奉贤的这一“圆梦行动在贤城”活动，将是一
个常态、长效的社会互帮互助平台，“爱心集市”将不断发布信
息，帮助身处贫困、身残志坚的百姓实现人生中的美丽梦想，

为他们放飞起生命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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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8 日，刘美艳（右二）在宁夏银川河东机场和弟弟妹妹们拥抱在一起。

今年 50 岁的刘美艳是宁夏吴忠市盐池县麻黄山乡高窑村人。1980 年秋天，刘美艳在村口被人拐走，
后几经辗转，她被拐至安徽省宿州市萧县阎集镇李各村，并一直在此生活。多年来，她的家人一直四处寻访
她的下落。经过“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志愿者的努力，刘美艳和自己的家人取得了联系。6 月 28 日，刘美
艳在志愿者的陪伴下，回到了离别 36 年的老家宁夏，和亲人团聚。 新华社记者彭昭之摄

宁夏一女子被拐 36 年后与亲人团聚

新华社成都 6 月 28 日专电(记者吴光于)2016 年度欧洲
诗歌与艺术荷马奖被授予中国知名彝族诗人吉狄马加。颁奖
仪式 27 日在吉狄马加的故乡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举行，
来自 23个国家的诗人和各界代表近百人参加了这一活动。

波兰文学协会主席、欧洲诗歌与艺术荷马奖评奖委员
会主席达里尤斯兹·特玛斯兹·莱贝达说，吉狄马加是中国
当代诗人之一，他的诗富有文化内涵，深深植根于彝族的传
统；他的诗歌创作也提升了通灵祖先的毕摩祭司所把控的
远古魔幻意识；他的诗歌艺术构成一片无形的精神空间，山
民们与这一空间保持持久的互动；他的诗让人心灵净化，并
构建起一个人类不懈追求纯真和自我实现的伟大时代。

他说，欧洲诗歌与艺术荷马奖以古希腊诗人荷马的名
字命名，旨在表彰具有世界影响的诗人和艺术家对传统的
继承，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具有创造性的贡献。

据新华社南京 6 月 28 日新媒体专电(记者朱国亮)江苏
省公安厅 28 日发布消息说，江苏省将于 7 月 1 日起开始异
地受理天津等 15 省市户籍人员居民身份证换领、补领业务。

江苏是全国跨省异地办证试点省份之一，此前与安徽
开展结对试点，累计办理安徽籍人员居民身份证 6400 余
张，办理省内跨市、跨县区异地办理居民身份证 31 万余张。

江苏省公安厅介绍，江苏将全面启动外省市户籍人员居
民身份证异地受理工作，首批对接 15 个省市，包括天津、河
北、辽宁、吉林、上海、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
南、重庆、四川、陕西等，其它省区市将分批启动。目前，扩大
跨省异地受理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就绪，江苏省异地受理点
将由原来南京、常州 2市的 35个受理点扩大到 13个省辖市
136个受理点。在江苏省合法稳定就业、就学、居住的上述 15
个省市的户籍人员，可凭相关手续，到居住地公安机关指定
的居民身份证受理点，申请办理居民身份证换领、补领业务。
江苏省户籍人员到上述 15省市合法稳定就业、就学、居住
的，也可在居住地申请办理居民身份证换领补领业务。

江苏将全面启动外省人员

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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