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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太原8月30日电（记者
王菲菲 孙亮全）记者从山西省临汾
市襄汾县“8·29”重大坍塌事故现场

抢险救援组获悉，截至8月30日3时
52分，临汾市襄汾县陶寺乡陈庄村
聚仙饭店坍塌事故抢险救援工作结

束，共搜救出57名被埋人员，其中29
人遇难，7人重伤，21人轻伤。重伤
者均得到有效救治，目前生命体征平

稳，没有生命危险。
抢险救援结束后，现场立即成立

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8月29日9时40分左右，临汾
市襄汾县陶寺乡陈庄村聚仙饭店发
生坍塌事故。

共搜救出57名被埋人员，其中29人遇难

山西省襄汾“8·29”重大坍塌事故救援结束
请注意！

这些涉民生新规9月起施行
即将到来的9月，又一批涉及民生的新规开

始施行。不得变相拖欠中小企业款项、国家推行
生活垃圾分类制度、报废机动车回收更加便利
……法治如春风化雨，保障你我生活更加美好。

不得变相拖欠中小企业款项

《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自9月1日起
施行，为进一步保护中小企业合法权益、优化营商
环境提供法治后盾。

条例从规范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付款
期限，明确检验验收要求、禁止变相拖欠、规范保
证金收取和结算、公示拖欠款项信息、建立健全投
诉和监督评价机制、明确迟延支付责任等方面作
出规定，依法保障中小企业款项得到及时支付，缓
解中小企业资金压力。

条例规定，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不得要
求中小企业接受不合理的付款期限、方式、条件和
违约责任等交易条件，不得违约拖欠中小企业的
货物、工程、服务款项。

国家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

修订后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自9月1
日起施行。

新法明确国家逐步实现固体废物零进口。
法律明确国家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确立

生活垃圾分类的原则。统筹城乡，加强农村生活
垃圾污染环境防治。规定地方可以结合实际制定
生活垃圾具体管理办法。

法律还建立建筑垃圾分类处理、全过程管理
制度，健全秸秆、废弃农用薄膜、畜禽粪污等农业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制度，对危险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制度进行了完善。

此外，法律对违法行为实行严惩重罚，提高罚
款额度，增加处罚种类，强化处罚到人。

报废机动车回收更便利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于9月
1日起施行。细则从资质认定和管理、监督管理、
退出机制、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车主
处理报废汽车有望更加便利。

长期以来，“报废车卖不上价”是车主报废机
动车积极性不高的重要原因，报废车回收拆解企
业“吃不饱”“收车难”现象较为普遍。

与以往的回收“论斤卖”相比，细则确认允许
将具有循环利用价值的报废机动车“五大总成”出
售给具有再制造能力的企业，经再制造后予以
再利用。

为避免报废车的“五大总成”在非法拆解环节
重新流回市场，细则明确，回收拆解企业应建立报
废机动车零部件销售台账，如实记录“五大总成”
数量、型号、流向等信息，并录入“全国汽车流通信
息管理应用服务”系统。

八类药品不再纳入基本医保

根据9月1日起施行的《基本医疗保险用药
管理暂行办法》，八类药品不再纳入《基本医疗保
险药品目录》。

这八类药品为：主要起滋补作用的药品；含国
家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药材的药品；保健药品；
预防性疫苗和避孕药品；主要起增强性功能、治疗
脱发、减肥、美容、戒烟、戒酒等作用的药品；因被
纳入诊疗项目等原因，无法单独收费的药品；酒制
剂、茶制剂，各类果味制剂（特别情况下的儿童用
药除外），口腔含服剂和口服泡腾剂（特别规定情
形的除外）等；其他不符合基本医疗保险用药规定
的药品。

民事诉讼中测谎结果不属于合法证据

根据最高法9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人民法院
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测谎结果不属于民诉法规定的合法证据形式。

新规明确，对通过生活常识、经验法则可以推
定的事实，应当由当事人举证的非专门性问题，测
谎等情形，人民法院不予委托鉴定。

最高法有关负责人表示，规定明确测谎结果
不属于民诉法规定的合法的证据形式，只能起参
考作用，人民法院不予委托鉴定，以避免将测谎结
果当作鉴定意见，影响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司法
公正。

道路运输经营者自主权将提升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9月1日
起施行。规定允许客运班车在起讫地、中途停靠
地所在城区沿途下客，便利旅客出行；允许客运站
在满足基本服务功能前提下拓展旅游集散、邮政、
物流等功能，充分利用客运站资源；允许包车客运
向下兼容运营，即省际、市际、县际包车客运经营
者可以分别经营省内、市内、县内包车客运业务；
将包车客运车辆数量要求适度上调。

（据新华社北京8月30日电 记者白阳）

危化品爆炸警钟长鸣 旧疾新患岂能熟视无睹？
——一份来自国务院安委办的明察暗访报告

我国是世界化工大国，涉及危化品的场所大量存在。危化品在生产生活中必不可少，但需严格管理。近期黎巴嫩贝鲁特重大爆炸事件，再次敲响警钟。
国务院安委办8月7日至17日迅即开展了明察暗访行动，检查对象是硝酸铵等爆炸性重点管控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及港口货场。6个检查组赶赴11

个重点省份，深入检查80家企业，共发现问题隐患423项，其中重大隐患42项、停产整顿企业12家。数字背后，暴露出一幕幕触目惊心的危险情形，一处处
亟待消除的旧疾新患。

国内外曾多次发生过硝酸铵爆炸
导致人员伤亡事故。

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硝
酸铵主要用途是制作炸药和肥料，但
由于其危险性，2002年9月30日起我
国将硝酸铵纳入民用爆炸物品管理，
不得直接作为化肥生产销售。2020年
5月，应急管理部、工信部、公安部和交
通运输部联合公告，将硝酸铵列入《特
别管控危险化学品目录（第一版）》。

然而，检查组发现，对于这样一
种爆炸性危化品，一些企业风险意识

淡薄，违规堆存、随意销售。例如，在
山西天脊煤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该企业把面积达2000平方米的铁路
危货装车站台用作中转站，存放大量
硝酸铵，且未按照硝酸铵专用仓库管
理。红河恒林化工有限公司虽取得
危化品安全使用许可证，许可范围为
农用硝酸铵，而其2020年共签订700
吨多孔硝酸铵的采购合同，而多孔硝
酸铵多用以制作炸药。

检查组有关负责人认为，违规堆
存、随意销售，与产能过剩有一定关

系。全国现有硝酸铵生产企业40家，
年产能约1000万吨，2019年产量约
590万吨，全国实际年需求量约500
万吨，且主要用于民爆物品生产。

检查组建议，合理规划硝酸铵产
业布局，调整生产企业产品结构，增
加安全性较高的液态硝酸铵产量，并
鼓励硝酸铵和民爆物品生产企业上
下游一体化发展，硝酸铵产品就地就
近转化，减少储运环节安全风险。同
时，严格限制新建、扩建硝酸铵建设
项目。

硝酸铵产品包装标识内容不规
范、不完整，“一书一签”制度不落实，
会严重影响化学品安全信息的有效
传递。由此导致的操作错误、防范失
误，屡次成为引发事故的“元凶”。

检查组发现，上述问题仍在一
些企业存在。山西金恒化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硝酸铵为原
料，生产民爆物品的企业。在其固
体硝酸铵存放库，由山西中煤平朔
能源化工有限公司等生产的两类硝
酸铵产品包装上，均未告知产品有
爆炸危险，未写明遇高温、撞击等会
发生爆炸。

检查组建议，严格规范硝酸铵等
爆炸性重点管控化学品“一书一签”
制度的执行落实，硝酸铵产品包装应
注明爆炸危险性，将危险特性和处置
要求等安全信息及时准确全面传递
给下游企业、用户、使用人员以及应
急处置人员。

高危企业的安全管理，本应高标
准、高水平。但检查组发现，不少企业
在这方面存在漏洞，比如动火、进入受
限空间作业等特殊作业环节的安全
管理，可燃和有毒气体监测报警设
施管理、应急和消防设施维护等。

检查组有关负责人表示，各地要
组织开展针对性执法检查，并探索在

涉及特别管控危化品的企业实施作
业全过程录像制度，视频保存3个月
以上备查。

检查组还发现一个新情况：一些
地方要求对危废仓库实行封闭管理，
而对可能带来的易燃易爆、有毒有害
气体集聚风险重视不够；企业对危废
仓库，往往投入不舍得、检查不上心，

相关设施设备普遍缺乏、安全管理无
人问津。

对此，检查组建议，各级安委办
要协调相关部门加强对危废仓库监
管，对属性不明危废进行鉴别鉴定，
同时建立完善环保设施安全评估评
价机制，严防在环境污染防治中产生
新的安全风险。

天津港、上海港、青岛港、宁波
港，是此次明察暗访的 4个重点港
口。检查组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
天津港已不再开展硝酸铵类等爆炸
品的所有作业，上海港硝酸铵作业量
较小，青岛港及港区内6家港口企业
具有硝酸铵经营资质，宁波港12家港
口企业具有硝酸铵经营资质，但上述
港区不涉及硝酸铵储存的场所。

检查组发现，各大港区对危货的
安全管理，正朝着数字化智能化加速
迈进。然而，危险品瞒报、匿报、夹带

等行为，令人防不胜防。例如，多家
企业反映，一些托运人出于控制成
本、贪图便利等目的，将危货申报为
普通货物，将危险性高的危货申报为
危险性低的危货，在普通货物中夹带
危货等问题。这些行为往往不易被
及时发现，大大增加了集装箱运输、
装卸和储存的安全风险。

对此，有关港口企业建议，应当
修改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加大对违法
违规托运人的处罚力度。

（据新华社电 记者刘夏村）

隐患一 违规储存随意销售

隐患二 产品包装不规范、不完整

隐患三 安全管理存漏洞

隐患四 贪图便利瞒报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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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襄汾坍塌事故追踪
30 日召开的新闻通

气会上，山西襄汾坍塌事
故现场抢险救援组宣布了
抢险救援结束的消息。

本次事故为何造成如
此重大伤亡惨剧？“新华视
点”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乡村饭店酿坍塌惨剧

目前，事故抢险救援工作已经结
束，事故现场也已被清理，但四周的
残垣断壁，仍显示着事发时的惨烈。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聚仙饭店前
后为二层小楼，中间院子部分比较低
洼，院子中间搭设了预制板房顶，房顶
下面部分成了“宴会厅”，院子最上部
分还有一层简易彩钢板顶棚，比前后
屋房顶略高。

安李村村民李加福告诉记者，当
天他的父亲李培厚在聚仙饭店举办

“八十大寿”，参加的人多为亲朋好友
和邻居。“事发时，大家早已吃完早饭，
不少人已经回家，有部分人在饭店‘宴
会厅’聊天，还有一部分人在‘宴会厅’
后面的院子里看表演。我父亲喜欢拉
二胡，有一帮他的老哥们来表演节
目。”李加福说。

61岁的安李村村民王国平当时
正在后面的院子里看节目。“听见‘哗
啦’一声，饭店‘宴会厅’顶部就塌了。”
王国平说，当时一些人嫌热，就在“宴
会厅”里面聊天、等吃中午饭，他的老
伴和5岁的孙女也被埋在了里面。

得到消息的村民张国辉在29日
上午10点多赶到现场。“有个人跑出
来后说，柱子崩了之后，顶部一下就塌
下来了，最多不超过5秒，他先跑出来
了，后面那个人没跑出来。”张国辉说。

事故发生后，山西省要求不
惜一切代价，全力进行救援。从
事故发生到现场抢险救援结束的
18 个小时里，山西共派出 840 名
救援人员，出动大型救援装备车辆
20 余辆，救护车 15 辆，医护人员
100余人。

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饭店
“宴会厅”顶部坍塌面积约为 100
平方米。现场救援人员告诉记
者，事故坍塌面积虽然不大，但现
场地形具有特殊局限性，而且要
随时避免发生二次坍塌，因此即
便专业救援力量充分，救援持续
时间也比较长。

据事故现场抢险救援组介绍，
聚仙饭店房屋建筑面积为两层400
平方米，坍塌的院子部分约100平

方米，为砖混结构。“宴会厅”以前为
一层，后来马路抬高，成了地下室。

记者在现场看到，聚仙饭店院
子坍塌之后形成了一个坑，封闭的
院子并不利于救援设备开展作业。
坍塌较为厉害的地方，旁边还有二
层，难以扩大作业范围。

参与现场救援的消防人员告诉
记者，由于被困人员较多，最初搜救
采取分点作业方式，采用小型破拆
工具、徒手挖等方式进行救援。之
后才能采用大型吊车将坍塌的房板
吊起来搜救。

武警山西省总队临汾支队政委
李明说，坍塌的老建筑顶部是预制
板结构。“零碎坍塌下来以后，人工
将小的东西搬开，大的东西人抬不
动，必须用设备。但是大设备并不

像人一样好控制，容易造成二次坍
塌。在用大设备之前必须先尽最大
的可能，把人救出来。为了生命，我
们都是先用人、用小设备把被困者
先救出来，这是最主要的。大设备
不敢上，因此需要的救援时间要多
一些。”

山西天龙救援队侯马分队队员
李旭剑在29日12时左右到达现场
后，带着小型、手提式破拆工具下
去，最开始只能进行狭小空间营
救。“结构不稳定，随时可能发生二
次坍塌，救援人员要爬到里面把被
困人员拖出来。我们进去还做了一
些支撑工作，把可能出现二次坍塌
的地方支撑住。此外还有安全员从
不同角度观察建筑物，一旦有风险，
人员要马上撤出。”他说。

全面排查违建房屋风险

抢险救援结束后，现场立即成
立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现场抢险救援组表示，目
前基本可以确定涉事的聚仙饭店房
子为1982年左右村民自建房，并分
几次建设。

有邻居说，聚仙饭店院子前后
的两座小楼盖起的时间比较早，但
是院子中间加盖预制板房顶形成

“宴会厅”是近几年的事，随后又在
院子最上部架设了一层简易彩钢板
顶棚。29日9时40分左右，“宴会
厅”上面的预制板房顶突然坍塌。

有关专家表示，此次襄汾饭店
坍塌事故，再次将农村自建房安全
问题，特别是从自建房发展到人员
聚集的经营场所的安全监管和保
障问题，暴露无遗。

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阳
说，目前对于农村自建房的规范管
理方面，存在着法律、制度缺失和监
管缺位。

山西隆诚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俊
认为，目前国家并没有明确禁止农
民将自建房用于经营用途，但实际
用途变更后，就必须办理安全、消防
等许可，符合相关质量要求和标准，
乡村和有关部门应加强监管。

国务院安委会日前决定对山西
襄汾县饭店坍塌事故查处进行挂牌
督办，并要求举一反三，推动全面排
查违建房屋风险。

山西省决定，从8月30日起在
全省范围内立即开展房屋建筑和人
员聚集场所安全专项检查。

太原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王
崇恩等专家认为，除了弥补制度缺
失和监管缺位之外，当务之急是出
台措施，对乡村自建房等公共性
建设场所进行结构问题检测和安全
评估。 （据新华社太原8月30日电）

坍塌100平方米，为何救援18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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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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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8月29日拍摄的事故救援现场。 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