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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乌鲁木齐 11 月 23 日电(记者尚升)
十九大代表、新疆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委副书
记、代理县长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回到家乡
后，深入农村、社区、学校，向党员干部、广大群
众宣讲十九大精神。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
领……”近日，在阿瓦提镇博斯坦社区会议室，
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与社区党员一起面向党
旗，重温入党誓词。

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向党员干部分享了
自己作为十九大代表参加会议的心情和体会，
共同交流学习十九大精神的所思所悟，遇到党
员干部不理解的，就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大家
讲解。

中央的声音传到社区，令大家备受鼓舞。博
斯坦社区党支部书记周海磊深有感触地说：“我
们要将十九大精神落地生根、遍地开花，以十九
大精神指导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把自己的工
作做得更好。”

之后，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又前往阿瓦提
县乌鲁却勒镇中学和也台格然木村，与学生教
师、驻村工作队队员和村民互动交流。

在乌鲁却勒镇中学，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
分享了现场听总书记报告、介绍美丽团结新疆

的自豪感，以及十九大报告对未来前景的描
绘，激起了全校师生的共鸣，校园里响起阵阵
掌声。

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呼吁学生们要懂
得珍惜和感恩，“从前上学都是在简陋的土坯
房，甚至是木板搭建的简易棚里，现在学生的

学习环境也越来越好，不仅有宽敞明亮的教
室，还配备了先进的教学设备。”他说。

在也台格然木村村委会活动室，吾布力
喀斯木·买吐送搬起一个小板凳，和群众围坐
在一起，“我到村里来就是想与大家一起互动
交流，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谈一谈村里
的发展。”

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说，党的十九大报
告提出，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
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对
于我们南疆来说，扶贫脱贫任务更加艰巨，要
做到“一个都不能掉队”，就要做到扶贫与扶
志、扶贫与扶智相结合，对贫困地区、贫困户
既要“输血”又要“造血”，激发贫困群众脱贫
致富的内生动力，真正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全县各族干部群众要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十九大精神上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加大改革创新力度，继续深化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发展优质高效农业，培育更多的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
极性，实现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坚决打赢脱
贫攻坚战。”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说。

听到这番话，村民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村
民艾尼瓦尔·马木提说：“听了讲解，实实在在
体会到党的十九大将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我
对脱贫致富奔小康更有信心了。我们要永远
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3 日电(孔祥鑫、马晓
冬)记者 23 日从北京市委宣传部获悉，北京大
兴“11·18”火灾起火地点和遇难者死因已确
定，起火部位为起火建筑地下一层冷库，遇难者
死因均系一氧化碳中毒。截至目前，8 名伤者已
有 6 名出院。

经北京市公安消防、刑侦部门会同属地公
安分局成立的联合调查组及相关专家调查勘
验：起火建筑地下一层，地上两层，局部三层。
地上建筑物存在大量烟熏痕迹，无过火痕迹。
目前已确定起火部位为地下一层冷库。经法医
检验，19 名死者的死因均是火灾引起的一氧

化碳中毒。
据调查，樊某某 2002 年开始在该地块建

房，首先建设地下一层；2003 年以地下室为
基础建造“回”字形地上二层楼房，2006 年将
“回”字形楼房天井建成三层楼房，总建筑面
积约 20000 平方米。2016 年 3 月，樊某某在
起火建筑地下一层开始建设冷库，近期冷库
正处于设备调试阶段。

经查，冷库照明电路铺设、动力线路铺
设、设备安装调试、保温工程施工的人员均
无相关专业资质，上述人员现已被公安机关
刑事拘留。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对起火原因

进行调查。

据北京市卫生部门消息，截至 23 日，火
灾中 6 名伤者分别从北京朝阳医院、北京积
水潭医院、北京儿童医院出院。

其中，女性伤者许某因“烟雾吸入”，由
大兴区人民医院急诊转入北京朝阳医院重
症监护病房，诊断为呼吸道灼伤。经专家会
诊，认为伤者已达到出院标准，于 21 日傍晚
出院。

男性伤者刘某，因“烟雾吸入、咽部不适”
由北京急救中心于 19 日 4时送入北京积水
潭医院治疗。经专家会诊认为伤者已达到出

院标准，于 22 日上午出院。
19 日零时至 4 时，王某(女，4 岁)、尤

某(男，5 岁)在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留观治
疗，鲁某(男，1 岁 11 月)、王某(女，2 岁 2
月)在北京儿童医院重症监护病房治疗。经
院内专家会诊，4 名儿童达到出院标准，于
23 日出院。

此外，北京市纪委、市监委与大兴区纪
委、区监委于 19 日组建联合调查组，派出 5
个外查组到有关部门取证，并协调公安机关，
就违法建设存在的原因，对有关单位和部门
的监管责任和履职情况进行调查。

北京大兴“11·18”火灾遇难者死因确定
遇难者死因均系一氧化碳中毒 8 名伤者中 6 人已出院

十九大代表在基层

▲在新疆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乌鲁却勒镇也台格然木村村委会活动室，吾布力喀斯
木·买吐送与驻村工作队队员和村民互动交流（11 月 7 日摄）。 新华社发

新华社上海 11 月 22 日电(记者仇逸)记
者从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暨复旦大学附属
肿瘤医院质子重离子中心获悉，自 2015 年 5
月开业以来，医院发挥质子重离子放疗对肿
瘤的“定向爆破”优势，质子重离子放疗的患
者数已经突破 1000 例。

质子重离子放疗技术是运用质子或重离
子射线对肿瘤进行照射从而杀灭肿瘤的治疗
技术，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肿瘤放疗技术。
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是全球少数同时拥有
质子和重离子治疗技术的医疗机构。2014年 6

月至 9 月接受质子重离子放疗临床试验的 35
例患者已随访达 3 年时间，目前生存率为
97 . 1% ，肿瘤局部控制率为 94 . 3% ，全部临床
试验患者放疗期间的急性毒副作用全部消失。

在已收治的 1000 例患者中，头颈部和脑
肿瘤 504 例，包括鼻咽癌、颅内颅底肿瘤、腺
样囊性癌、鼻窦癌、肉瘤和软骨肉瘤等；胸部
肿瘤 162 例，包括肺部肿瘤、食道癌等；腹盆
腔和其他肿瘤共 334 例，包括前列腺癌、肝脏
肿瘤、胰腺癌、宫颈癌、手术后复发直肠癌、胆
恶性肿瘤、乳腺癌等。948 例患者已结束治疗

出院，52 例患者仍在院接受治疗；用重离
子治疗 455 例，重离子联合质子治疗 461
例，质子治疗 84 例。收治的患者无论是在
治疗还是出院随访阶段，肿瘤病情控制情
况较好，疾病指征平稳、不良反应情况在合
理范围内。

医院临床技术委员会主任蒋国梁教授
说：“通过已治疗患者的随访，我们发现质
子重离子放疗对许多肿瘤的疗效明显，提
高了患者肿瘤控制率和生存率，改善了其
生活质量。”

“我们县城还没有这么
大的一个亲近自然的地方，
所以趁假期我们就过来享受
一下。”一位游客在参观完浙
江省淳安县淳果小镇之后
说。

淳果小镇坐落在离千岛
湖城区 20 分钟车程的汪家
源，通过这两年的努力，正朝
着美丽乡村综合体模式的方
向发展。它将成为生长在淳
安农村的商业综合体，直接
带动当地的就业，如今，每天
都有几十个附近的村民来这
里上班。

看到这两年汪家源的变
化，经营多年家庭农场的宋
华英看在眼里，乐在心头。
“以前路不好，现在路好了，
人肯定多好多。”千岛湖镇汪

家村双英家庭农场宋华英说。人气的提升不仅
促进水果相关产业的发展，也带动农村民宿民
居等新型业态的兴起。

淳安是典型的丘陵山区县，域内群峰绵延，
溪流纵横，形成了数以千百计的“坞源”。近年
来，按照每条源的气候条件、产业基础、人文环
境等特色资源，淳安围绕“一村一品、一源一特”
的要求，着力发展农村特色产业，初步形成了一
批特色鲜明、示范引领的农村“百源经济”产业
带，对当地农业发展、农民增收起到了积极推动
作用。

今年年初，淳安县委、县政府根据“人依源
居、业以源兴”的实际，提出了“百源经济”工程。
“百源经济工程主要是通过富丽乡村、小城镇综
合整治、绿道经济等联动推进，提升城乡统筹、
富丽乡村等建设成果，培育一批特色鲜明的百
花源。”淳安县农办相关负责人说，他们希望通
过培育，力争建成一批省市知名农村产业发展
品牌，打造三产融合综合体，推动“百源经济”成
为农业农村活跃产业和税源经济的主平台，打
造一批环境优美、生态高效、业态繁荣、农民增
收的县级农村特色产业带，让农村美起来，让农
民富起来。 (肖慧、洪旭朝)

新华社成都 11 月 23 日电（记者张
超群）21 日晌午，家住四川省乐山市市
中区通江街道檀木嘴村的任洪英取下自
家厨房里挂晾的腊肉，选了肥瘦均匀的
一块切成薄片为一家三口准备午饭。几
个月前，任洪英和周围的邻居们饱受苍
蝇“骚扰”，别说在厨房晾腊肉，连做饭都
要随时防着苍蝇飞到锅里。

檀木嘴村有家养殖规模超过一万只
的养鸡场，这几年一到夏天鸡舍里堆积
着厚厚的鸡粪发出刺鼻臭味，滋生成群
的苍蝇，周围村民苦不堪言。任洪英家距
离养鸡场不足百米，她回忆，当时家里在
门窗关闭的情况下，每天四张 A4 纸大
小的粘蝇纸都能粘得密密麻麻。

任洪英家的变化发生在今年七月。
乐山探索群众监督环保的工作模式，借
助当地日报、电视台和新闻网站三个媒
体平台，7 月 19 日起同步推出“环保曝
光台”栏目，工作日每天一期，每期曝光
一个群众反映强烈的环保问题，发动老
百姓举报身边的环境问题，做环保工作
的监督员和爆料人，并设立“环保回音
壁”对曝光问题进行跟踪报道，追进度、

问成效，整改变化让老百姓看得到。
收到村民举报，“环保曝光台”节目

在 7 月 20 日以《人蝇大战何时休？》为
题曝光了苍蝇扰民的问题。节目播出不
足三天，当地环保、畜牧、卫生多部门联
动关停了养鸡场，剩余蛋鸡和成堆鸡粪
得到处置。记者日前在现场采访时，鸡
舍内已经闻不到异味、见不到苍蝇。

截至 21 日，“环保曝光台”已经刊播
89 期，曝光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 89 个，
涉及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
等各类问题，按时整改率 100% 。

流经乐山市区的泥溪河河面曾被疯
长的水葫芦盖得严严实实，绵延在几十
米的河面上看不到水，当地村民戏称河面是“草原”。这样的
河不仅水质差，还对泄洪和自来水厂的生产带来直接影响。

泥溪河问题经“环保曝光台”刊播后，问题所在的市中
区当日便召开环保工作会，要求相关乡镇、部门立即开展清
河行动，同时对畜禽养殖废水直排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曾
经“霸占”水面的水葫芦不见踪迹，河道 50 米禁养区内的牲
畜养殖被叫停。

一档新闻栏目曝光环境问题能在短期得到解决源自乐
山对环保工作的重视。乐山市专门建立了媒体曝光环境问
题督办制度，对环境问题，媒体曝光一起、挂牌督办一个。对
能立即解决的问题，要求相关单位立即整改，确保立竿见
影。对短期内无法解决的问题，要求说明原因，并督促相关
单位制定整改方案、落实措施、明确完成时限。

乐山市委书记彭琳介绍，通过主动亮丑揭短，让市民参
与环保，回应群众关切，一批“问题表现典型、群众反映强
烈、社会高度关注”的环境问题逐一被曝光并得到解决。已
经曝光的环境问题，乐山市要求做到问题整改必须到位、回
访核查必须过关、人民群众必须满意、主要领导必须认可
“四个必须”后才可销号。

彭琳介绍，对因工作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造成环保
问题的单位和个人，乐山敢于“亮剑”，该批评的批评，该通
报的通报，该约谈的约谈，该处分的处分，实现问责一人、警
醒一片。对破坏生态环境、造成恶劣影响的涉事企业或人
员，一律按法律法规顶格处罚，形成震慑。
记者了解到，截至 11 月 9 日，因媒体曝光环境问题，乐

山市已追责问责干部 60 余人，查处违法企业 13 家、罚款
44 . 6 万余元、行政拘留 1 人。

“‘环保曝光台’看上去是一个小平台，但实际发挥出党
委、政府联系百姓大桥梁的作用。”乐山市长张彤说，“我们
把老百姓反映集中的问题梳理出来，举一反三，从里面查找
工作薄弱环节，系统提升城市环境。”

从“环保曝光台”曝光的个案出发，乐山各级部门以点
带面开展自查整改，集中解决了一批扬尘噪音污染、农村面
源污染、河沟水库污染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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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国商报社联合主办的
“2017(第五届)中国商业创新大会”在京举行，辽宁省大连
市大商集团获“中国商业创新十大领导品牌”，集团董事局
主席牛钢被评为“中国商业创新十大人物”。

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中国企业家协会不久前第 16 次向
社会发布了“中国企业 500 强”榜单，大商集团排名第 65
位，在同步发布的“中国服务业 500 强”排行榜中位列第 33
名；时至今日，大商集团已连续 10 年进入中国企业百强榜，
在辽宁省企业中位居首位，东北民营企业居首位，也是中国
百货业首次突破这一名次。如此连获殊荣，既是大商集团多
年来改革创新、转型升级、突破发展的佐证，更是中国实体
零售的一剂强心针。

实体店铺是大商集团的基础和传统优势。近几年，大商
集团依然继续自建、租赁和收购，不断扩大实体店网规模，
抓住市场机遇，逆势发展。截至目前，380家大中型店铺已
遍布全国 15省 80 余个城市，拥有和控股国内外 4家上市
公司，员工数量达到 25 万人，实体大商实现了新发展。

发展实体，更要改造实体。大商集团最老门店有 80 年
历史，集团内有许多老字号百货大楼，大商集团针对不同情
况，分批进行了达标扩建，以增加规模和力求标准化。

大商集团新店一律实行新标准、新商号、新时尚，融吃、
穿、用、玩和百货、超市、餐饮、娱乐于一体，已在 20 余个城
市投资建设了高中端定位的麦凯乐、新玛特商号，引领当地
潮流。 (白宇)

创新迎战零售业寒冬

大商集团逆势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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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质子重离子医院放疗收治破千例

四川乐山“环保

曝光台”栏目发动老

百姓举报身边的环境

问题，做环保工作的监

督员和爆料人，并设立

“环保回音壁”对曝光

问题进行跟踪报道，追

进度、问成效，整改变

化让老百姓看得到

“ 百 源 经

济”主要是通过

富丽乡村 、小城

镇综合整治 、绿

道经济等联动推

进 ，提升城乡统

筹 、富丽乡村等

建设成果 ，培育

一批特色鲜明的

“百花源”

广广西西大大新新：：教教育育均均衡衡惠惠及及边边境境读读书书娃娃

近年来，地处中越边境的广西大新县坚

持教育优先发展理念，不断加大教育投入力

度，边境地区各类教育得到快速健康发展。

根据《大新县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

划》，大新县将继续加大中小学教育资源整合

力度，优化区域义务教育资源布局，落实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长效机制，不断满足群众对优

质教育的需求。

上图：广西大新县宝圩乡中心小学。

左图：学生们在吃营养午餐。

右图：孩子们在学生公寓前欢跳。

新华社记者陆波岸摄

十九大代表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回到家乡后，马不停蹄深入基层宣讲十九大精神

“听了讲解，我对脱贫奔小康更有信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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