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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一酒店
发生火灾42人死伤
酒店法定代表人被刑拘

我国跨度最大双线高速铁路
钢桁斜拉桥合龙

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记者齐中熙）我国
跨度最大的高速铁路双线钢桁斜拉桥——新建徐
（州）盐（城）高速铁路新洋港斜拉桥钢桁梁25日
实现精准对接，全桥顺利合龙。

据负责大桥勘察设计的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
技术人员介绍，新洋港斜拉桥是徐盐高铁重点控
制性工程，总长650米，航线条件复杂，往来船只
多，通航等级高。设计人员采用了312米跨径方
案，最大限度满足了两条水道的通航空间要求。

此外，新洋港斜拉桥所在的盐城市属台风频
发地区，为克服气象环境影响，设计人员结合桥位
地形特点，采用边跨钢梁支架拼装、中跨钢梁悬臂
拼装的施工方案，有效保证了桥梁结构的抗风稳
定性，在施工中成功经受了九级台风的考验。

徐盐高铁是江苏腹地最重要的铁路大动脉之
一，计划将于2019年12月份建成通车。

新华视点

旧城改造工程“五证”皆无成烂尾

部门 拆迁户7年无家可归！
河南平顶山煤矿机械厂退休职工靳武成怎么也没想到，充满喜悦与期待的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竟然烂尾，

从拆迁至今已过去7年，年迈的他无家可归。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河南平顶山一惠民安置小区在未取得相关手续的情况下，于2011年以“旧城

改造”的名义开工建设，目前两栋安置楼主体完工但“五证”皆无，开发商资金链断裂后项目停滞。2015年该
项目陷入烂尾，拆迁群众多年生活困顿，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却频遭“踢皮球”。

平顶山南环路与光明路交叉口，
坐落着一个名为绿馨花苑的楼盘。
该楼盘是平顶山华众房地产公司和
平顶山煤矿机械厂联合开发的项目，
主要改造机械厂老旧生活区。

材料显示，绿馨花苑项目占地
33.5亩，共规划4栋楼。2号楼和3
号楼是安置房，共计 430 套，其中
410套用于安置机械厂拆迁户。

记者近日在绿馨花苑看到，2号和

3号楼已封顶，窗户只有框架没有玻
璃，楼盘连接处裸露着锈迹斑斑的钢
筋。商品房4号楼位置是一个大水坑，
规划的1号楼位置上，5栋老楼尚未拆
除，但已被砸得千疮百孔，大部分的窗
户、门被砸掉，水电设施被拆除。

靳武成告诉记者，2012年，他跟
华众签订拆迁协议，约定18个月交
房。可是7年了房子还没拿到，过渡
安置费也40个月没发了。

退休职工闫平在拆迁启动后只
能外出租房，日前因交不起房租又搬
回了老房子。闫平说：“我现在靠每
个月2000多元的退休工资生活，租
房要花去将近一半的钱，已经前前后
后搬了4次家。”

据统计，目前还有91户因不同
意拆迁而未签合同的职工和100多
户因各种原因返迁的职工，仍住在还
未完全拆除的破败老房子里。

一直住在老房子里的80多岁退
休职工郑孝松，用手指轻轻一划，早
已爆裂的墙皮纷纷脱落。他说，已有
30多名退休职工没等住进安置房就
已离世。

市民彭书生2012年在绿馨花苑
买了一套商品房，原定2015年交房，
但目前连开发商都找不到了。据了
解，与彭书生有共同遭遇的共有198
户市民，涉及资金近5000万元。

按规定，房地产开发必须办齐国
有土地使用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
证、商品房销售（预售）许可证等“五
证”，但是绿馨花苑一直“五证”皆无。

据群众反映，2011年10月，未经
公开招标，时任平顶山煤矿机械厂董事

长钟东虎将住房改造项目交给华众，双
方签订《联合开发生活区框架协议》。

根据《平顶山市城市建成区村庄
开发改造和旧城改造联席会议办公
室文件》（平城改办【2012】4号），机
械厂生活区改造项目符合旧城改造

范围，可享受“边建设
边办理相关手续”优
惠政策。

但是，时至今日，
绿馨花苑没有取得任
何一个证。平顶山市
国土局湛河分局一负

责人说，绿馨花苑一直没有国有土地
使用证，国土部门于2016年将该宗
土地挂牌出让，“公示期间，没任何企
业参与竞拍，土地流拍。”

住建部门也没能让华众停止施
工。平顶山市住建局监管科负责人
说：“考虑到是旧城改造项目，对无证
施工行为我们要先‘服务’好，由监管
人员上门宣讲法律法规后，2013年6
月和2016年3月两次发出责令停工
通知，可是没用。”

此外，据调查，华众还违法将安
置房作为商品房公开发售，甚至“一
房多卖”欺骗购房者。平顶山市房地
产监察大队负责人表示，2012年巡查
时发现华众涉嫌违法预售，但直到
2015年才陆续收集到相关证据。房
管局于2015年、2016年对华众违法
预售行为进行3次处罚，每次罚款5.8
万元。但华众面对处罚“不以为意”，
既没退群众购房款，也没缴纳罚款。

2015年2月，华众资金链断裂，项

目烂尾，业主改善居住条件的愿望落空。
华众副总经理张棕博说，《联合

开发生活区框架协议》签订后，约定
“由平顶山煤矿机械厂担保，华众作
为主体进行贷款”，因煤矿机械厂没
履行担保承诺，华众资金链断裂。

平顶山煤矿机械厂工作人员高
明柱告诉记者，机械厂只负责配合拆
迁，并不存在担保约定或协议，“当时
考虑到拆迁户无家可归实在可怜，就
打报告请求为华众担保贷款，但被上
级公司否决。”

据了解，华众注册资金只有3300
万元，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少华初入地
产行业，在平顶山的两个房地产项目
都是旧城改造项目，目前均烂尾。

一个无实力无经验的开发商如
何能“中标”旧城改造项目？为何旧
城改造优惠政策能长时间充当违建

“护身符”？湛河区负责联系绿馨花
苑的政府党组成员连超称：自己接手
这项工作时间短，不掌握当时情况。

饱受拆迁之苦的群众持续多年
维权，但至今毫无结果。

业主皮曼丽曾多次向街道办、
区、市、省等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2012年12月，看到拆迁进度缓慢，
皮曼丽给平顶山市和湛河区两级
政府写信，质疑华众的开发能力，
呼吁由政府来主导这个旧城改造
项目。2013年4月和2014年3月，
皮曼丽两次给平顶山市政府领导
写信，对基层政府办公效率提出质
疑，希望政府真正担当起责任。
2015年，楼盘烂尾后，皮曼丽继续
向政府求助。

“街道办把问题推给区里，区里
推给市里，市里又推回区里，我们像

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皮曼丽说。
2017年 8月，平顶山一位副市

长批示：“请有关部门做好职工过渡
安置和项目后续建设工作。”2018年
4月，问题仍不见进展，40多户业主
继续反映情况。

平顶山市问题楼盘化解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彭涛表示，自
2016年12月开始，平顶山市调节配
置房地产资源，让市场淘汰实力小、
违规多的企业。他介绍，2018年4
月绿馨花苑清算工作启动，目前已结
束。“未来，华众如果能找到合作人则
继续开发，如果找不到就清算退出，
让有实力、有信誉的企业接盘。”

（新华社郑州电 记者 冯大鹏）

据新华社西安8月25日电 （记者李浩）李
艮，1908年出生于陕西省长安县（今西安市长安
区）姜仁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6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

1931年8月，李艮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兼西
安市委书记。1932年，李艮任中共陕西省委常
委，主管组织工作。1933年，李艮前往陕南参与
领导和组建红29军的工作。同年2月，中国工农
红军第29军在西乡县正式成立，李艮任军政委。

为将红29军建设成为一支人民的军队，李艮
和军长陈浅伦整顿队伍纪律，加强军政训练，制订
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公平买卖”“住民房要大扫
除，讲究卫生”等6条纪律。以身作则发扬民主作
风。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李艮冲锋在前，与战士们
同甘共苦，历经大小战斗23次，打退了敌人多次进
攻。红29军成功牵制了国民党军的兵力，对红四
方面军在川北的顺利发展起到了重要的配合作用。

1933年4月1日，因叛徒出卖，红29军军部
在马儿岩遭敌军包围，李艮、陈浅伦指挥大家奋勇
突围，因寡不敌众不幸被捕。6日，李艮在磨子坪
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25岁。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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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南红29军创始人
——李艮

应急管理部：

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
坚决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据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记
者叶昊鸣）记者25日从应急管理部了
解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酒店
火灾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要求消防部
门立即组织开展以人员密集场所为重
点的消防安全排查，督促社会单位落
实消防安全责任，切实消除火灾隐患。

应急管理部消防局副局长琼色表
示，哈尔滨“8·25”重大火灾暴露了一
部分社会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不落实的
问题。今年8月份以来，已接报一次
死亡3人以上的较大火灾多起，与往
年相比呈上升趋势。随着各类单位生
产经营活动频繁，群众旅游休假集中，
客流物流量增大，目前已经进入夏秋
时节转换的火灾高发期。各级消防部
门要以宾馆饭店、医院、养老院、桑拿
洗浴、学校幼儿园、商场市场、公共娱
乐场所、旅游景区等人员聚集场所为
重点，对发现的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
行为，采取约谈提示、曝光隐患、责令
改正等形式，督促整改，严格执法。

据新华社哈尔滨8月25日电（记
者强勇 闫睿）记者从哈尔滨市政府25
日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8·25”松北区重大火灾事故过火面积
约400平方米，目前已造成19人死亡、
23人受伤。事发酒店法定代表人张某
平因涉嫌消防责任事故罪被刑事拘留。

据通报，8月25日凌晨，哈尔滨
市消防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松
北区太阳岛风景区平原街18号北龙
温泉休闲酒店发生火灾。消防指挥中
心随即调派太阳岛、道外、利民等消防
中队及大吨位水罐车到场处置。6时
30分火灾得到有效控制，7时50分火
灾全部扑灭。经多次搜救和排査，现
场发现死亡人员18人。

事故发生后，哈尔滨市急救指挥
中心紧急调派救护车赴现场救援，市
卫计委启动医疗救治应急预案，救治
医院开通“绿色通道”，组织全市相关
医疗专家对伤员全力救治。截至25日
13时，已造成19人死亡。目前，部分酒
店受伤住客在医院进行治疗检查。

据介绍，哈尔滨市政府将成立专
门工作组对事故原因进行深入调査并
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并在全
市范围内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旧城改造优惠政策竟长时间充当违建“护身符”

饱受拆迁之苦的群众维权多年至今无果

消防队员在事故现场进行抢险搜
救工作。 新华社发 7年了房子还没拿到，过渡安置费也40个月没发

8月25日，参加发布会的媒体记者观看玻璃
柜中展示的陨石。

当日，建设中的上海天文馆（上海科技馆分
馆）在上海自然博物馆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中
国首次完整回收陨石坑、首次获得西双版纳目击
陨石全记录实证，形成了“火流星目击视频-陨
石主体-主体陨石坑-科研成果-科普讲座-博物
馆收藏”的完整实证。会上还展示了回收的西双
版纳陨石雨中最大主体陨石坑以及一号和二号
陨石实物。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我国首次完整回收陨石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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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踢皮球”

我国成功发射
两颗北斗导航卫星

8月25日7时52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
中心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两颗北斗导航
卫星。 新华社发（梁珂岩 摄）

智能技术为百姓生活
增添缤纷色彩

站在屏幕前，玩家只需转动眼
睛就能“选中”游戏中的卡片并将
其翻转，直到寻找出隐藏在卡片背
面的特定人物完成“通关”——智
博会上，腾讯展示的眼动追踪技术
成为众多游戏爱好者排队体验的

“香饽饽”。
在海尔搭建的“智慧别墅”里，

一面铮亮的“智慧镜”前人头攒动。
用户只需轻点“智慧热水”按钮拖动
温度进度条，即可预约洗浴温度；

“智慧镜”与体脂称相连，用户站上
体脂称对着“智慧镜”简单一照，就
可查看健康程度和形体变化；“智慧
镜”还连着马桶，可查看动态的尿酸
数据……

当用户用手机点餐后，送货上
门的可能将不是外卖小哥，而是无
人配送车。智博会上展示的无人
配送概念车“魔袋”，具备城市道路
低速自动驾驶能力；不久的将来，
外卖配送将由外卖小哥与“魔袋”
协同完成。

智能化助力经济
提质增效

记者腾讯展区看到，其“木星云”
工业互联网平台上，一台机械手臂正

进行加工作业，而作业的全过程则精
确显示在上方的显示屏上。

看准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
深度融合趋势，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华
为、科大讯飞等“巨头”也纷纷布局——

腾讯与长安汽车宣布将在车联网、大数
据云等领域共同打造面向行业的开放
平台；阿里巴巴推出全新的“飞象工业
互联网平台”，计划3年接入10万台工
业设备；京东给“跑山鸡”装上“智慧脚

环”、阿里巴巴推出“智慧养猪”……
“智能化已开始下沉到各行各业的

‘五脏六腑’，成为传统产业提质增效的
‘助推器’。”腾讯董事会主席马化腾说。

智能化转型
仍需“爬坡过坎”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认为，中
国在智能化应用方面赶超发达国家相
对容易，但在芯片、基础软件等基础领
域仍存在差距，以智能化“赋能”经济
增长和产业升级，仍需“爬坡过坎”。

比如芯片是智能化的“源头”，但
也是短板所在。以汽车行业举例，目
前燃油车的电控系统大量采用国外的
芯片，随着智能汽车的来临，将需要数
量更多、运算能力更强的芯片，这个最
基础的“坎”必须迈过去。

记者了解到，目前家电家居厂商大
多只售卖智能单品，存在各智能硬件和
信息无法兼容和连接的问题，比如电视
和空调未能连通需要分别控制，便利
性不足将使智能化水平大打折扣。专
家认为，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出台行业
标准，解决连通难、不成套、碎片化等
问题。 （据新华社重庆电）

为经济 为生活
——从首届智博会看智能产业发展新动向

日前，在重庆举行的2018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上，500多家国内外企业带来了各自最新的智慧产品：从吃喝玩乐、衣
着打扮到居家出行、事务办理，从行业、企业解决方案到智能终端产品、工业互联网平台……炫酷的展演、前沿的技术应用、强
大的“后台”计算与交互能力，折射出智能产业发展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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