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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保税国际商品直营中心1月30日盛大试业
一万多种进口商品抢滩复兴城 在海口市区就可以买到价廉物美的进口商品啦 进口商品更便宜更实惠

海口保税国际商品直营中心将

于2016年1月30日在海口市滨海大

道32号复兴城A2座一楼试营业，倾

力打造以“保税商品展销”为主要业

态，兼具跨境电子商务、进口商品直

销分销、世界异域风情展示体验为一

体的现代化都市购物旅游中心。

“海口保税国际商品直营中心”

经营面积近6000平米，共三层。第

一层是国际酒类的展示交易区和跨

境电商的体验区；第二层是国际商

品精品超市，主要经营食品、保健

品、家居日用品、化妆品、生鲜水果

等；第三层是钻石珠宝、箱包皮具的

展示交易专柜和商品国家馆。商品

主要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

大利、保加利亚、韩国、日本、马来西

亚、印尼、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香港、台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共有

一万多个进口商品。

“海口保税国际商品直营中心”实

行现代商业模式，基于综保区“保税、

保质、保真”等优势，是目前海南进口

商品种类繁多、功能齐全的展销中

心，将逐步打造成为集展示、交易、拍

卖、新品发布、品鉴、收藏、文化等为

一体的全省大规模的国际商品展示

交易平台。

直营中心开业后，将把海口综

合保税区国际商品展示和交易功能

延伸到市中心，通过保税进口直营

减少供应链环节，节约消费者的购

物成本。进口商品更便宜更实惠，同

时中心将线上跨境业务与线下实体

经营相结合，使市场的需求和全球

供应商有效连接，大力发展跨境电

商体系，吸引更多国际供应链企业

在保税区开展国际贸易或生产高端

商品。在“中心”，除了标明价格的商

品可直接购买外，保税商品还可选

择享受行邮税税率和直接快递送货

上门的跨境交易，可以线下试吃、试

穿、试饮、体验后选中的心仪产品，

通过保税电商平台在线上下单，相

比于一般海淘，货品到达时间将从

一个多月缩短到3至4天。让所购买

的商品更加称心如意，真正实现“轻

松一点，购遍全球”的一站式购物！

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32号复兴城

A2座一楼

这是山东省30多年来最冷的一个
冬天。但在山东省平邑县玉荣石膏矿，
29日传出的一则消息却让在场的所有
人心头一暖：井下200多米矿井中的4
名工人，在被困36天之后终于获救。至
此，平邑县玉荣石膏矿坍塌事故中被困
的29名矿工中，获救人数上升到15人。

救人如救火

2015年12月25日早晨，山东省平
邑县玉荣石膏矿因邻近的废矿采空区坍
塌引发矿震而发生坍塌，29名作业人员
被困在井下200多米深处。

坍塌发生时，矿工赵志印正在井下钻
孔。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他说，突然一阵狂
风，把他挤到巷道壁上动弹不得，耳朵也听
不见声音；巷道底部开始摇晃，顶部开始掉
石头。出路被堵住，赵志印只能找一处相
对安全的地方躲了起来，等待救援。

48岁的管国启是井下铲车工。他说，
事先一点动静都没有，突然之间开始冒顶，
石头就像下雨一样落了下来，巷道里的灯
一下子全灭了。管国启立即下车开始往安
全巷道跑，他的头部和右腿被石头砸中，造
成右腿骨、鼻梁骨和上颌骨骨折。

救人如救火。事故发生后，山东省、
临沂市政府迅速成立救援指挥部，并调
集救援人员和物资前往事发石膏矿，救
援工作随即展开；国家安监总局主要负
责人和技术专家也紧急赶到平邑县，指
导救援工作。一场与时间赛跑、与死神
争夺的战役打响。

赵志印等人无疑是幸运的，事发后
有4名矿工成功自救，并向救援人员报
告了他们的位置。但由于井底堵塞严
重，并且有人受伤，救援难度很大。紧急
关头，率先赶到救援现场的山东能源枣
矿集团、临矿集团两支矿山救护队队员
冒着巷道继续坍塌的危险，开辟出仅容
一人通行的狭窄空间，爬行过去将赵志
印和另外5名被困人员抬出地面。

“救这6个人的时候，我们还隐隐约
约听到有其他人的声音。”枣矿集团救护
大队队长刘金辉说，将赵志印等人救出
之后，他们顺着巷道展开了搜寻，找到了
另外两名被困人员，其中一人已经死亡，
另一名矿工双腿被巨石压住，经过医护
人员紧急实施手术之后，于12月26日

凌晨被救出。
然而，此时还有17人被困在井下，

音讯全无。
刘金辉等人在井下进行搜救的同

时，兖矿集团、山东能源龙矿集团、淮南
矿业等矿山救援队伍陆续赶到现场，生
命探测系统等国内最先进的救援设备也
陆续到位。通过生命探测设备的探查和
对井下回应的分析，被困人员所在的两
个区域得到确定。

2015年12月26日凌晨，前往井下
探查坍塌情况的救援队员带回了井下坍
塌和堵塞情况的详细报告。结合玉荣石
膏矿负责人提供的作业资料，事故救援
指挥部确定了救援方案：井下打通两条
救援通道、从发生变形的4号井口下放
单人罐笼、大口径钻机打孔救人等方式
齐头并进，争取尽快将被困人员救出。

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副
主任高广伟介绍，为保障救援工作顺利
进行，救援指挥部累计调集一流矿山救
援设备600余台（套），设备水平为全国
历次矿山事故救援最先进；最多时有近
千人参与营救。

救援一波三折

石膏矿素以地质条件复杂著称，救
援工作从一开始就困难重重。

山东省临沂市市长张术平告诉记
者，按照救援方案，打通两条井下救援通
道是最有可能实现快速救人的方式。然
而，井下巷道不断发生坍塌和冒落，掉落
的石块有的重达十几吨甚至几十吨，救
援人员强行打通、修复支护的巷道遭到
反复破坏，掘进缓慢。

新华社记者郭绪雷12月27日曾跟
随救援人员下到矿井中。他说，井下巷
道绝大部分已经变形，冒落的土石在巷
道里形成了一个个小山坡，很多地方只
能跪着、爬着向前挪；巷道顶部到处能看
到明显的裂缝和摇摇欲坠的石块，行进
过程中不时能听到岩石开裂和掉落的声
音。由于空间狭小、救援人员操作极为
困难。在一处冒落形成的坡顶，两名救
援人员蜷缩在一个约1平方米的狭小空
间里，对巷道顶部进行支护。

“比起煤矿或者其他金属矿山，石膏
矿岩石层比较软，稳定性较差。”高广伟

说，矿山救援常用的轻型金属支架在煤
矿救援上效率很高，但用在石膏矿上“一
顶一个洞”，难以形成有效支护。同时，
由于担心引发更大规模塌方，井下不能
实施爆破，大功率设备也难以投入使用，
巷道清理、塌方体掘进等工作均只能手
工完成。在一处压力较大的区域，3个
救援小组60人一晚上仅仅前进了几米。

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受坍塌影
响，井下涌水量日益增大，救援人员好不
容易开辟出的井下救援基地被淹没，涌
水一度威胁到救援人员出入的1号井
口。虽然救援指挥部调集了水泵进行排
水，救援基地也一度恢复，但积水和淤泥
不断增加，井下一氧化碳浓度节节攀升，
严重威胁到救援人员的安全。

地面救援工作同样一波三折。在大
口径钻机开钻之前，救援人员试图先打
通小口径的“保命孔”，向井下投放食物
和饮水。然而，首个“保命孔”打到预定
位置之后，钻孔发生坍塌导致钻头被卡
住。多次尝试提取钻头无果之后，救援
队员只能将钻头钻入巷道底部，然后对
钻头实施爆破，只提取钻杆。

钻孔通了，救援人员将手电筒、荧光
棒和火腿肠绑在电缆上，下放到矿井中。
让人失望的是，井下始终没有回应，放下去
的物资也都原封不动被提了上来。

就在大家都在为找不到被困人员而
焦虑时，2015年12月30日，直径178毫
米的2号钻孔被山东省煤田地质局打
通，生命信息探测系统找到了部分幸存
者，现场救援人员顿时为之沸腾。

“通过实时画面，我们能看到他们在
向探头招手。”高广伟说，救援人员随即
向井下投放电话，顺利与这4名幸存者
建立了联系，食物、饮水、药品和衣物也
一批批送到他们手中。

被困36天
4名矿工终获救

谁都没有想到，从发现这4名幸存
者到成功将他们救出，前后会相距30
天。高广伟说，虽然事前已经预计到了
救援会非常困难，但实际难度依然超出
了想像。

在这期间，井下坍塌接二连三发生，
淤泥和积水位置节节攀升，并且一氧化
碳浓度过高，井下救援工作陷入极度危
险的境地。为避免次生事故，救援指挥
部不得不命令井下救援人员全部撤出，
井下救援工作中止。原本并非首选的大
口径钻机打孔救援方案，成为唯一可行
的办法。

这一救援方式在国内还没有成功先
例，全球范围内也只在美国宾夕法尼亚
州魁溪煤矿矿难和智利圣何塞铜矿矿难
上成功过。为确保万无一失，救援指挥
部调集的三台口径超过700毫米的钻机
全部投入作业，24小时不间断施工。为
确保钻孔顺利打通，钻机厂商的德国专
家也漂洋过海紧急赶到现场参与救援。
只要钻孔打通，就可以将被困人员提升
到地面。

打孔救援最大的障碍依旧来自于复

杂的地质条件。从地表至井下巷道顶板
220米，灰岩层、砂岩层、石膏层和石灰
岩交替出现，坍塌造成地质不均多次导
致“吃硬不吃软”的钻头打偏，打孔过程
中频繁掉落的石块也经常卡住钻头，耽
误的时间远远超过钻进作业的天数。即
便经验丰富的德国专家亲自上阵，也没
能避免这些问题。而且，钻头中途还要
经过两个含水层，稍有不慎积水进入井
下巷道，就可能导致被困人员溺水。救
援人员经常需要停止钻孔进行防水加
固，救援进度受到严重影响。

井下的涌水也曾导致钻孔半途而
废。由于4名被困人员所在位置水位上
升，他们被迫拖着电话线转移到位置更
高的安全区域。救援人员打到半途的3
号救生钻孔只能停工，另选位置。

对其他被困失联人员的搜寻也在同
步进行着，但一个个钻孔被打通，生命探
测系统一次次进入井下，都没有找到一
点点蛛丝马迹……由于天气寒冷，很多
救援人员重感冒、发烧或者拉肚子，却依
旧坚守救援一线。

时间一天天过去，钻孔接近打通、即
将实施营救的消息一次次传来，但都因
为临场变化而化为泡影。尤其是28日
下午，在被困人员的配合下，救生通道终
于打通，救援人员和救护车都已就位，但
是一块岩石突如其来地从通道中冒出，
挡住了施救路线。救援人员只得再度开
动钻机、下套管、加固。

经历了无数波折，救援工作终于守
得云开见月明。1月29日晚，救生通道
再次被疏通，等待已久的救援队员们放
下了救生吊带。21时21分，起重机将
首名矿工提出地面，救援人员紧急将他
送往医院。此后，每隔半个小时，就有一
名矿工升井。第四名矿工升井时已经是
22时50分，距离事故发生已经过去36
天。4名矿工在井下的坚持与等待，终
于换来新生！

截至记者发稿时，15名获救的矿工
中，5人身体状况良好已回家休养，10人
正在医院治疗、经医疗专家诊断均无生
命危险。剩下的14名井下被困矿工，1
人已确认遇难，13人仍然失联。

救援仍在继续。我们期待生命的奇
迹！ 记者潘林青 陈灏

（新华社济南1月29日电）

跨越36天的生死营救
——山东平邑石膏矿坍塌事故救援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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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深圳1月29日电 （记者孙飞、赵瑞
希）广州市原副市长曹鉴燎涉嫌受贿一案29日在
深圳中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

该案由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广东省
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由深圳中院一审审理。

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1991年至2013年
间，被告人曹鉴燎利用担任广州市天河区沙河镇
党委书记、镇长，天河区副区长、区长、区委书记，
海珠区委书记，广州市副市长、增城市委书记的职
务便利，在土地开发、工程建设、物业租赁、“三旧”
改造等领域为他人谋取利益，个人或与他人共同
索取或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696.2674万元
（包括人民币4670.0253万元、美元40万元、港币
2952.5万元）。

被告人曹鉴燎在法庭上表示认罪悔罪。深圳
中院表示，该案合议庭将遵照以事实为根据，以法
律为准绳的原则，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证据及有
关法律规定，充分考虑公诉人、被告人、辩护人的
意见后，依法择日作出判决。

广州市原副市长

曹鉴燎涉嫌受贿案
在深圳开庭

新华社长沙1月29日专电（记者陈文广）记
者29日从湖南省人民检察院获悉，29日，湖南省
委原副秘书长、益阳市委原书记马勇涉嫌滥用职
权罪、受贿罪一案，经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
辖，由郴州市人民检察院向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马勇在担任益阳市
委书记、益阳市市长期间，违反土地出让金管
理和中央财政专项资金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
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利用
职务便利，接受他人请托，为他人在项目建设、
土地拆迁、税费减免、消防验收、工程款结算、
职务升迁等事项上谋取利益，或干预司法活
动，单独或共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
巨大，依法应当以滥用职权罪、受贿罪追究其
刑事责任。

湖南益阳市委原书记

马勇涉嫌滥用职权罪
受贿罪被提起公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