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10 月 12 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张书旗

中国新闻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1 日电(记者高敬)饮用水水源保护
事关饮水安全。截至 10 月 10 日，今年需要完成整治的
1586 个水源地的 6251 个环境问题中，已完成整治 4640
个，完成比例为 74% ，余下 1611 个问题正在整改过程
中。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翟青 11 日在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第三次视频会上通报了这一情况。

据介绍， 2018 年年底前，长江经济带县级及以上城
市水源地、其他省份地市级水源地要完成排查整治任务，
共涉及全国 31 个省份 276 个地市。水源地里面既有大量
的排污口、生活污染源、农业面源污染等直接影响水源安
全的环境问题，也有诸多工业企业、交通穿越、油库码头
等突出风险隐患，清理整治任务十分艰巨。

翟青介绍，从目前情况看，所有 6251 个问题均已启
动整改，不存在没有任何治理的“零进展”问题。从各地
市看，有 138 个城市任务完成量达到 75% 以上，达到序
时进度，其中长沙等 44 个城市已完成所有问题整改。
通过专项行动，一大批影响水源安全的突出问题被彻

底清理。据生态环境部初步统计，各省区市已关闭、取缔
水源保护区内排污口 133 个，治理搬迁工业企业 691 个，
拆除取缔非法码头 131 个，整治清理农村面源污染问题
1785 个，切实消除了许多重大环境风险隐患。

但翟青表示，今年完成整治任务仍面临严峻挑战。目
前，仍有超过四成的省份工作没有达到序时进度要求，有
52 个地市的任务完成率不到 50% 。同时，余下的问题大
多是一些“硬骨头”，解决起来难度更大，如涉及农村生
产、生活面源污染的问题，因涉及资金落实、工程建设
等，且涉及群众生活，协调解决难度较大。生态环境部将
加大调度频次、强化技术支撑等，督促地方早日消除饮用
水水源地环境隐患。

今 年 已 经 完 成 整 治

超七成水源地环境问题

据新华社拉萨 10 月 11 日电记者从西藏昌都市应急办了解
到，11 日凌晨，金沙江流经的川藏交界江达县波罗乡波公村发
生山体滑坡，形成堰塞湖。截至目前，金沙江水位仍在持续上涨，
临近乡镇正紧急转移群众至安全地带，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

据了解，此次滑坡体量大，水位上涨迅猛，金沙江主河道被
堵。滑坡形成的堰塞湖，危及附近部分村庄安全，通往波罗乡的
必经桥梁和部分农田被江水淹没，波罗乡政府驻地及下游波公
村被淹，多处公路以及群众房屋、耕地、草场等受灾。

11 日 6时许，接到报告后，昌都市委、市政府立即启动应
急预案，要求江达县、贡觉县、芒康县立即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
地段，并通知四川白玉县沿金沙江的乡镇组织转移群众。江达
县已经转移了波罗乡小学 287 名师生、波公村和宁巴村的 400
多名村民。

江达县、贡觉县、芒康县临江乡镇已设立观察哨，实行半小
时报告制度。昌都市委、市政府已组织国土、水利、交通行业专家
赶赴江达县。

新华社拉萨 10 月 11 日电(记者白少波、刘洪明)记者从西
藏昌都市政府应急办获得的最新消息显示：11 日，川藏交界金
沙江发生山体滑坡形成堰塞湖后，为确保群众生命安全，昌都

市有序转移江达、贡觉、芒康 3 县 8 个乡遭受威胁的群众，截
至 16时，共转移群众 10126 名至安全地带。

据介绍，堰塞体长约 5600 米，高 70 多米，宽约 200 米；截
至 18时 30 分，湖水漫过堰塞体。因堰塞湖水位上涨，导致金
沙江支流藏曲河河水倒灌，波罗乡、岩比乡部分房屋、道路、桥
梁、耕地被淹没，其中波罗乡白格自然村、宁巴自然村全部被
淹；堰塞湖上游受威胁范围达 20 多公里。

灾情发生后，西藏自治区要求组成工作组马上赶赴现场，
昌都市立即撤出涉及范围群众，确保生命安全，民政部门做好
救灾物资调运。目前，西藏已启动应急预案，昌都市启动Ⅱ级
响应。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11 日电(记者叶昊鸣)记者 11 日从
应急管理部了解到，针对当日 7时许西藏自治区昌都市江达
县发生山体滑坡，导致金沙江断流并形成堰塞湖、部分村庄和
工地被淹等情况，应急管理部已启动应急响应，派出由地质灾
害、救灾等单位以及专家组成的工作组赶赴现场。

据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应急管理部已与四川省
政府、森林消防局、西藏和四川两省区消防总队、甘孜消防支
队、昌都消防支队，以及徒步赶往现场的消防队员进行视频连

线，了解最新险情灾情，就灾害研判、群众转移、抢险救援、工
程排险等作出具体安排部署。截至 11 日 20时，西藏、四川两
省区消防队伍共出动 148 名消防员、19 辆消防车，协助转移
安置群众 136户、1337 人。此外，两省区还集结了 965 名消防
员、159 辆消防车待命，随时做好出动准备。

据了解，水利部和四川省水利厅已派出专家赶赴现场，并
在附近流域加强水文监测。四川省甘孜州、白玉县党委、政府
已组织相关部门赴现场开展应急抢险工作，受影响的白玉、巴
塘、得荣等县相关区域已组织群众撤离。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
亡报告，灾情正在进一步核实中。

据新华社成都 10 月 11 日电(记者张海磊)记者从四川省
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截至 11 日 15时，金沙江堰塞湖蓄水
量已经接近 1 亿立方米， 16时 30 分，省防指启动Ⅳ级防汛
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已派出工作组赶赴一线。目前，暂无人
员伤亡报告。

目前，四川省防指已协调组织抢险机具和设备进场，并
派出应急通信队伍前往现场。白玉县正在组织转移受影响的
6 个乡镇 23 个村 771户 3281 人。巴塘县 7 个工作组和得荣
县 3 个工作组也正在组织群众有序转移。

川藏交界金沙江发生山体滑坡形成堰塞湖
应急管理部启动应急响应 西藏转移金沙江堰塞湖受威胁群众

据新华社长春 10 月 11 日电(记者孟含琪)漫天要价，中途
加价，强行拼客，任意绕行……在长春机场、火车站等区域，长
期存在一些以违法手段谋取利益的出租车运营者。为规范运营
秩序、保障乘客权益，长春市于今年 8 月启动了《长春市出租汽
车行业“红黑榜”管理制度》。记者 11 日在长春市交通运输局了
解到，经过两批“晒黑榜”，来自乘客的相关投诉明显下降。

据介绍，9 月长春市出租汽车有效投诉共计 1586件，总
量环比下降 7 . 36%。执法人员查扣各类违法违规车辆 83 台，

吊销从业资格证 13件。继 8 月首批“红黑榜”公布后，9 月第
二批“红黑榜”中出租车“红榜”名单 15件、“黑榜”名单 9件、
拟列入“黑榜”名单 4件、重点跟踪对象名单 39件。

与“黑榜”相对，列入“红榜”的驾驶员需有见义勇为、救死
扶伤、拾金不昧、好人好事等先进事迹，且受到市级以上行政
主管部门或主流媒体公开表彰表扬。根据相关规定，对列入
“红榜”的驾驶员及其所属企业予以加分，对列入“黑榜”的驾
驶员及其所属企业予以扣分。

长春出租车行业“晒黑榜”，投诉明显降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11 日电(记者叶昊鸣)记者 11 日从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当日发
布并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推送了第二批共 30 条拖欠农民工工
资“黑名单”信息。

该批名单包括唐山新坐标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河北名世
锦簇纺织有限公司、山东盛世达电力工程有限公司、苏尼特右
旗京宏达建设有限公司、江苏飞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上海立
珏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上海电器城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沭
阳县庙头镇庙头街宏达玩具厂、郑州泽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宁波聚盛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合肥筑瀛劳务有限公司、马鞍山
市黄山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福建龙泰安生物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赣州力荣针织有限公司、东乡县宇德实业有限公司、
伟易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天门市国晟汽车修理有限公司、湖南
宏泰电力设备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市合和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泸州纳溪粤旺服装厂、泸州市第七
建筑工程公司、禄丰县同鑫矿冶有限公司、靖边县鑫盛机砖
厂、陕西启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5家用人单位，以及徐家春、
王业标、胡其江、赵力军、胡义斌 5 名自然人。

据了解，这些违法失信主体在用工过程中都存在克扣、无
故拖欠农民工工资报酬数额达到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数额标
准等情形，严重侵害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已对这些拖欠工资违法行为依法查处并责令改正。

第二批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发布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1 日电(记者倪元锦)北京市环保局
11 日发布称，今年 1-9 月，北京市 PM2 . 5 平均浓度为
50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6 . 7% 。空气质量达标天数
(即“ 1级优”“ 2级良”)为 160 天，同比增加 9 天；重
污染天数(即“ 5级重度污染”“ 6级严重污染”)为 8 天
(含 1 天臭氧重污染)，同比减少 10 天，降幅超过一半。

根据通报，今年 1 月、 8 月、 9 月的 PM2 . 5 浓度达
到空气质量年评价标准的二级限值，即 35 微克/立方米，
实现有监测数据以来历史同期的最好水平。

此外，二氧化硫、二氧化氮、 PM10 的平均浓度分别
为 6 微克/立方米、 38 微克/立方米、 77 微克/立方米，
同比分别下降 33 . 3% 、 15 . 6% 、 14 . 4% 。

北京市环保局介绍，今年以来，北京市以精治、法
治、共治为手段，突出打好重型柴油车、扬尘、挥发性
有机物治理三大攻坚行动，着力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
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

据了解，今年北京已在全国率先实施重型柴油车氮
氧化物排放检测，基本实现对在用重型柴油车排放的全
面监管；完善超标车企约谈机制，督促加快行业部门高
排放车辆淘汰更新；加快推进龙头物流企业更换新能源
货车，累计更新 1 . 1 万辆；疏堵结合，共报废、转出国
三排放标准的柴油货车 3 . 45万辆。

今年，北京市修订发布了《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
和限制目录(2018 年版)》，在保障城市运行与民生的基
础上持续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截至目前，全市共退
出一般制造业企业和污染企业 645家，提前超额完成全年
退出 500 家的任务，并清理整治了 351 家“散乱污”企
业。

此外，截至目前， 450 个村“煤改清洁能源”工程陆
续完工，并提前做好设备运维、燃气、电力保障等，可
确保市民温暖过冬。剩余燃煤集中供热锅炉清洁能源改
造收尾，预计年底将实现全市平原地区基本“无煤
化”。

北京前三季 PM2 . 5

浓度同比下降 16 . 7%

新华社长春 10 月 11 日电(记者刘硕)记者从吉林省公
安厅机场公安局获悉，一名旅客近日在飞机客舱卫生间内
吸电子烟被乘务员发现，并被机场公安机关处罚。警方提
示，飞机上各处均严禁吸烟，电子烟也包括在内，旅客切
勿存在侥幸心理，否则将面临相应处罚。

据吉林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长春龙嘉机场治安派出所
教导员谷春雨介绍， 9 月 29 日从杭州飞往长春的航班
上，一名旅客在卫生间内吸电子烟，被乘务员及时发现并
移交机场公安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公安部门对该旅
客处以拘留 5 日的行政处罚。

谷春雨说，飞机上严禁吸烟(含电子香烟)的内容，
已经在《中国民用航空局公安局关于维护民用航空秩序
保障航空运输安全的通告》等文件规章中明确提出，中
国民航局 2006 年还曾专门发布《关于在飞机上禁用“如
烟”雾化电子烟的咨询通告》。记者注意到，目前部分
航空公司的安全须知内已经明确指出，电子烟不能在客
舱内使用。

“虽然电子烟不需要明火点燃，但同样会产生烟雾和
有害物质，容易引发危险情况。并且，飞机机舱是密闭的
环境，吸烟或电子烟会对机上人员的健康带来危害。”谷
春雨说，旅客应该严格遵守相关安全规定，不能抱有侥幸
心理，否则机场公安部门将根据情节轻重和影响程度进行
相应处罚。

一 旅 客 飞 机 上

吸电子烟被行拘

新华社呼和浩特 10 月 11 日电(记者刘懿德)内蒙
古自治区纪委监委 11 日发布消息，内蒙古自治区供销
合作社联合社原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刘金水(正厅级)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
查。

刘金水的个人简历显示，截至目前被查，他已退休 8
年。刘金水于 1997 年 5 月至 2010 年 4 月期间任内蒙古自
治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内蒙古自
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 2010 年 4 月，刘金水退休。

内 蒙 古 一 厅 官

退休 8 年后被查

新华社武汉 10 月 11 日电(记者徐海波、侯文坤)湖北武穴
市田家镇郭冲社区樟树下垸，沿路挺立的太阳能路灯下，农房错
落有致排列于缓坡，家家门前有绿，户户转角有花。清风夹带着
长江的味道，迎面而来……

“到处干干净净的，住着舒坦。”村民何凤娥热情邀请记者去
她家参观。不大的农房前栽有绿色植物，扫把、垃圾桶整齐地摆
放在墙边，屋前屋后收拾得干干净净。

“现在和以前比，完全是两个样”“公共厕所建起来了，一肩
宽的土路加宽硬化了，垃圾处理及时了”“路好走了，村子干净
了，村民们都特别高兴”……何凤娥高兴地说起这几年村上的变
化。

樟树下垸紧临长江，便利的水上交通和丰富的矿石资源
曾造就了这里繁荣的“石料经济”。但是，生态环境却日渐恶
劣：植被破坏，灰尘蔽日，鱼米之乡变成“光灰”之地。

“用村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两腿泥’，
村内的环境状况更是糟糕。”郭冲社区党支部书记郭建新回忆
说，樟树下垸有着不少农村的通病：房屋建设布局混乱，雨污
排放以明沟为主，下雨积水难以排放，生活污水随意流淌，典
型的“家里现代化、屋外脏乱差”。

村庄的改变，得益于湖北省近年来加快补齐生态和民生
领域突出短板的行动。2017 年底，湖北提出用 3 年时间，实现
农村无害化厕所全普及、208万亩荒山披新绿、乡镇生活污水
治理全覆盖、村庄垃圾有效处理率达到九成目标。

如今的樟树下垸，已成为湖北农村人居环境蜕变的缩影。
记者沿着缓坡长巷往村子里头走，看见的是干净的公厕、宽敞
的水泥路、规整的道边树、清澈的路边沟，花草的点缀，让村子
多了几分生机。

村民郭培志正在忙着招呼工人，对自家三格化粪池进行
改造。他说，以前外面搭个小房子，挖个坑就是厕所，有的还是
和猪圈连在一块的。“到了热天一晒、雨天一冲，脏水和臭味全
都出来了，难闻得很。”郭培志指着正在改造的厨卫间说，以后
就不用捏鼻子、捂嘴巴了，家家户户的化粪池还会与村里污水
处理管网对接，实现无害化排放。

居住环境美了，村民们对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也提高了。樟
树下垸附近的长江干堤外滩以前杂草丛生，后来村民开荒垦
地，种起了芝麻、棉花、红苕等作物。

“那时觉得在外滩耕地种菜，也没啥。现在才知道施肥
打农药都会破坏环境，甚至污染长江水质。”村民郭华中告
诉记者，村民自发组织起来，把长江干堤外滩的农作物都清
理了。

“生活环境的改善也促进了村民行为习惯的改变，如今越
来越多的村民自觉维护房前屋后、公共区域的环境卫生与绿
化。村庄治理、长效管理进入良性循环。”郭建新说。

绿水绕村走，清新扑面来
一个长江江边村的美丽嬗变

▲ 10 月 10 日，福鼎市纪检监察干部在管阳镇西阳村集市向村民介
绍信访举报流程。近年来，福建省福鼎市纪检监察机关不断创新和拓宽信
访渠道，开展“带案下访、重点约访、点名接访”等举措，变被动为主动，深
入基层与群众面对面沟通，及时化解基层矛盾。 新华社记者林善传摄

福鼎：拓宽信访渠道
及时化解基层矛盾

新华社深圳 10 月 11 日电(记者周科)“点赞一单 0 . 5 —
2 块，日薪 80 到 150 块没问题。时间自由，单量不限，多劳多
得，工资日结，不收押金，不收会费……”最近，微信群、QQ 群
里出现号称招聘抖音、快手点赞员的信息，引起不少网民关
注。深圳警方提醒，这是类似淘宝上“刷单诈骗”的一种新型网
络兼职骗局，骗子只不过是把阵地从“淘宝”转移到了“抖音”
等软件中，目的就是骗钱。

警方介绍，此类招聘宣称的工作内容是，给商家指定的抖
音、快手等用户作品双击点赞，帮作品上热门。但在实际操作
中，骗子为了让受骗者上当，故意先让其关注一个抖音号，试
着“刷”一单，然后再以免会费的名义让受骗者把推广信息发
到其他群“帮忙宣传”。另外，如果暂时垫付 118 元购买激活
码，受骗者还可以享受终身的 VIP 权益。但是交完 118 元后，
骗子又会引导受骗者进到另一个群，交其他各类费用。

警方表示，犯罪分子利用受骗者的好奇、贪利心理，通过
新兴热门“抖音”“快手”“西瓜视频”App 等不断吸引粉丝，要
求受骗者通过扫付款二维码、发红包、转账等形式支付，一旦
骗到钱财立即将受骗者拉黑。从曾经的“快递录入员”“小说打
字员”“兼职刷单”到现在变种的“抖音点赞员”，花样翻新的套
路背后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为了骗钱。

警方同时提醒，网民要提高自我防范意识，不要轻信“抖
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上带有营销、钱款等性质的视频，更
不要轻易向对方转账汇款，如发现被骗要立即报警。

网上招抖音、快手点赞员？

当心新型网络兼职骗局

新华社呼和浩特 10 月 11 日电(记者刘懿德)花光所有积
蓄、变卖 2 套房产……内蒙古自治区霍林郭勒市一老人因迷
信号称“大仙”的包某某能“驱邪治病”“算出彩票中奖号码”，
在 3 年多的时间里被诈骗 100 余万元。日前内蒙古警方侦破
了这起以封建迷信方式实施诈骗的案件，为受害人挽回损失
90 余万元。

2012 年，年近六旬的内蒙古霍林郭勒市居民庞某某因经
常失眠、身体不适，经人介绍找到了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的
包某某。简单交流后，包某某说庞某某身上有“不干净的东
西”，让她支付 500 元钱，晚上再为她“念经驱邪”。庞某某信以
为真，付款后回家。

此后，庞某某身体并未好转，又多次找到包某某，并多次支
付钱款。一次“看病”过程中，包某某表示自己可以帮别人“出山”
做“大仙”，还可以算出彩票的中奖号码。庞某某动了心，表示想
“出山”，但包某某总是以太耗“功力”、会“折寿”等理由拒绝。

为表诚心，庞某某多次向包某某支付成百上千甚至上万
元的钱财。从 2012 年 3 月到 2015 年 10 月，庞某某共支付“看
病”“出山”“法事”等费用 100 余万元。为此，庞某某花光了积
蓄，变卖了 2 套房产，甚至还借过高利贷。庞某某和患有残疾
的丈夫，只能暂居出租房，却还幻想着“出山看病”“中大奖”。

2015 年底，庞某某外出务工的两个儿子回家，在他们的
解释和劝说下，庞某某意识到自己被骗。由于在两年多的时间
里要钱未果，2018 年 1 月 12 日，庞某某向科尔沁左翼后旗公
安局报案。

办案民警经过近 8 个月的侦查，查明了庞某某被骗事实，
确定包某某为案件嫌疑人。但案件办理初期，包某某拒不交代
自己的行为并百般抵赖。办案民警迅速改变策略，通过适时出
具证据，逐步瓦解了包某某的侥幸心理。最终，包某某对其利
用迷信方式诈骗庞某某的行为供认不讳。

目前，警方已依法查封了包某某购买的楼房、车库、出租
车，为受害人挽回直接损失 90 余万元。包某某因涉嫌诈骗罪，
已被检方提起公诉。

一老人迷信“大仙”被骗百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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