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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7日，山东栖霞笏山金矿。
时间接近14时，喧嚣忙碌的救援现场
此时无比安静，所有人都盯着刚刚打
通至井下巷道的3号钻孔。

“当、当、当……”救援人员用劲
儿敲击通往被困工人巷道的钻杆。

这一刻，人们屏住呼吸，空气仿
佛凝固了。所有人都在期盼那代表
生命奇迹的回音响起。

“啾、啾……”，井下传来回响。
钻 机 旁 的 救 援 人 员 一 片 欢

腾。敲击声密集地传向井下，井
下又陆续传来回响，最多时达到
了 9声。

“我们听到了井下敲击回应，初
步可以认为有生命迹象！有待进一
步确认信息。”烟台市应急管理局局
长孙树福红着眼睛说。

这一刻、这一声，是一周来无数
人的心心念念。

1月 10日 14时，山东五彩龙投
资有限公司栖霞笏山金矿井下240
米处发生爆炸事故。事故导致井筒
梯子间损坏、罐笼无法正常运行、通
信系统损坏，22人被困井下 600多
米处。

接到事故信息，应急管理部、山
东省派出专家工作组紧急抵达现场
指导救援，并调集各级专业救援队伍
和设备增援现场。

12日凌晨，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大
地特勘队在接到救援任务三个小时
内，就组织好车载钻机及43名救援人
员，从北京、安徽、河南等地紧急向事
故地集结。

12日中午，记者在现场了解到，
山东能源兖矿集团、山东能源淄矿集
团等单位的9支矿山救援队伍以及烟
台市消防救援支队共300余名救援队
员正全力施救。到16日中午，现场已

经有439名救援人员、357台套各类
机械装备参与救援。

救援是一场与“死神”的竞速赛，
拼的是速度，靠的是专业和信念。

为了尽快把人救上来，救援按
照“两条腿”并行的思路紧张进行，
一方面加快清理回风井井筒障碍
物，另一方面加快地面打钻，开辟生

命通道。
救援过程一波三折。一名从井

筒中执行清障任务返回的救援队员
向记者描述作业所见：“井筒上半部
分的板是弯曲的，但是比较完整，到
了一百四五十米的地方就开始倾斜，
感觉快要塌了。”

“最大的难点是井筒这边，作业

量比较大，速度比较慢。”救援指挥部
技术专家组成员汪宗文15日说，当天
中午，井筒清障作业仍在距地面340
米位置。

实际上，在14日12时，回风井井
筒障碍物就已清理至距地面340米。
目前，救援人员每组四人，每班六小
时，正争分夺秒加紧清理。

地面打钻又谈何容易！从地
面向 600 多米的深度、宽度只有 3
米的巷道钻孔，本身就不容易，更
何况还要面对复杂的地质条件，

“卡钻”、钻孔歪斜的风险都有可能
发生。

为进一步提高成功救援概率，15
日，救援现场新增加了两处钻孔，共
有6个钻孔紧张施工。

在救援现场，各支队伍密切协
作。此次贯通的3号钻孔一直进尺
较快，但一度打偏。为了尽快实现
贯通，又新上了控斜纠歪能力较强
的队伍。

在回风井口旁，一直站着四五个
人，一条连接井下救援人员与地面工
作人员的电话线将他们“串联”起
来。他们双手端着电话线，为的是防
止线路弯折。

事实上，所有人都被一条看不见
的线“串联”起来——由30多人组成
的专家团队研判指导救援方案；来自
全国各地的十余支救援队伍积极施
救；有关部委开通绿色通道，国际最
先进钻机从千里之外日夜兼程被调
集而来……

“无论困难多大，我们一定不惜
一切代价、穷尽一切手段，竭尽全力
营救被困人员。”救援指挥部专家组
组长修国林说。

在人们的期盼中，17日13时56
分许，救援人员终于打通一条从地面
至被困工人所处巷道的钻孔。

随后，人们听到了来自井下的令
人无比激动的回响。

孙树福说，下一步，救援人员将
快速下套管、输送营养液、下放生命
探测仪和有线电话，以便进一步确认
被困人员信息。

（新华社济南1月17日电）

1月17日，救援人员在全力打通钻孔。 新华社记者 王凯 摄

图为天津港北疆港区C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
一号泊位。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 摄

我国首次运用北斗技术
实现集装箱码头自动化

福建漳州通报抑菌霜事件：

涉事产品含激素
线索已移送公安机关

新华社福州1月17日电（记者吴剑锋）针对
近日持续发酵的抑菌霜事件，福建省漳州市“欧
艾抑菌霜”事件处置工作组17日凌晨发布通报
称，经调查检测，确认涉事两款产品均含激素，企
业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目前当地卫健部门
已将有关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通报表示，漳州市成立由卫健、市场监管、工
信、公安、龙文区政府等组成的事件处置工作
组。日前，事件处置工作组赴江苏、浙江两省四
市，先后走访卫健部门、相关医院、部分产品经销
点、患儿家庭、评测机构等，对涉事产品流向地的
销售和下架情况做进一步摸排，深入患儿家中走
访看望，了解患儿的健康状况及诊疗进展。

经有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检测，已确认召
回的涉事产品“益芙灵多效特护抑菌霜”和“开心
森林一抹舒宝宝皮肤抑菌霜”含有氯倍他索丙酸
酯，企业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目前，公安机
关已传唤涉事企业主要涉案人员。下一步，漳州
市将对涉事企业及其产品做进一步调查，坚决依
法从严查处涉事企业及相关人员。

据新华社天津1月17日电（记者魏玉坤 王
井怀）17日上午，天津港集装箱码头自动化驾驶
示范区内，一排排无人驾驶电动集装箱卡车有序
经过自动加解锁站，停靠到预定地点，自动化岸桥
再从集卡上抓取集装箱，稳稳落在货轮上。交通
运输部水运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标志着我国首
次运用北斗技术实现集装箱码头自动化。

天津港集团总裁焦广军向记者介绍，天津港在
率先实现单体集装箱码头全堆场轨道桥自动化升级
改造之后，拓展应用北斗卫星定位技术，用时不到1
年，实现了对传统集装箱码头的全流程自动化改
造。改造后的集装箱码头整体作业效率提升近
20%，单箱能耗下降20%，综合运营成本下降10%。

“井下有回应了！”
——山东栖霞笏山金矿救援速览

问题产品
何以上架更值得追问

福建漳州“大头娃娃”事件有了最新调查结
果：17日，漳州市官方通报，涉事两款抑菌霜产品
均含激素，企业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卫健部
门已将有关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相比等待一个调查结果，我们更要追问，号称
“零激素、无添加”的问题产品是如何从生产端突
破层层监管上架的？目前市面上还有多少含激素
儿童护肤品仍在流通？这些产品给消费者带来了
多大危害，如何弥补？

福建漳州“大头娃娃”事件揭开了一个盖子
——不少“消”字号婴幼儿产品在审批备案环节，
利用假样本蒙混过关；在生产环节，暗地里添加各
种激素；在营销环节，以“零添加”“绿色健康”为幌
子，肆意夸大效果。

下架某款产品，处罚某个厂家，绝非此次调查处
理的重点，整个产业都亟待清理整顿。相关部门应以
此次调查为契机，对包括“消”字号婴幼儿产品在内的
母婴用品做一次大排查、大整顿，消除安全隐患。

有关方面要提高审核门槛，堵上规则漏洞，提
高违法违规成本，像监管婴幼儿奶粉一样监管

“消”字号婴幼儿产品，守住安全健康这一底线，还
老百姓一个安心、放心。
（新华社福州1月17日电 记者 董建国 吴剑锋）

一审被判死刑！
2021年1月5日，天津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华融公司原董
事长赖小民受贿、贪污、重婚案一
案。经审理查明，2008 年至 2018
年，赖小民直接或通过特定关系人
非法收受、索取相关单位和个人给
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7.88亿
余元。其中1.04亿余元尚未实际取
得，属于犯罪未遂。法院一审判处
赖小民死刑。

“金融巨贪”赖小民的落马，也
反映出金融领域反腐的深入推进。

中国建设银行青海省分行原

行长郭继庄，原银监会山西监管
局党委书记张安顺，国开行山西
省分行原行长王雪峰，交通银行
河北省分行副行长马骁，银保监
会辽宁监管局二级巡视员刘文
义，证监会重庆监管局原党委书
记毛毕华，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
分行原副行长吴锐……一年来，多
名金融监管、国有银行等领域的
官员被查，金融领域反腐力度持
续加大。

2020年 10月 27日，内蒙古自
治区纪委监委同时通报内蒙古自治
区应急管理厅党委书记、厅长王俊

峰等4名正厅级干部接受审查调查
的消息，引起舆论广泛关注。

内蒙古开展煤炭资源领域违规
违法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对涉煤领
域腐败“倒查20年”；四川、陕西等
地深挖彻查招投标领域腐败问题；
多地人防系统违纪违法干部被查
……2020年，纪检监察机关坚决查
处资源、土地、规划、建设、工程等重
点领域的腐败问题，形成了强大震
慑效应。

“打虎”无禁区：2020年，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布了18名中管干
部接受审查调查的消息：福建省委

常委、省政府副省长张志南，公安部
党委委员、副部长孙力军，文化和旅
游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李金早等
相继落马。

“拍蝇”不手软：2020年1月至
11月，全国共查处民生领域腐败和
作风问题10.46万起，批评教育帮助
和处理14.95万人，其中党纪政务处
分9.2万人。

“猎狐”不止步：2020年，疫情没
有阻挡追逃追赃的脚步，1月至11
月，“天网2020”行动追回外逃人员
1229人，其中“红通人员”28人，追
回赃款24.45亿元。

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不断巩固发展
完善法规制度体系
推进反腐败工作规范化、
法治化

2021 年 1 月 4 日，新修订的
《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
全文公布。这是继2004年条例修
订以来，党中央再一次对该条例作
出修订。

条例规定党员有党内监督权，
明确党员可以通过批评、揭发、检
举等方式开展民主监督，向党组织
负责地揭发、检举党的任何组织和
任何党员的违纪违法事实，提出处
理、处分有违纪违法行为党组织和
党员的要求。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
其源。反腐败斗争，一方面要靠雷
霆手段，另一方面要深化改革、完
善制度。

2020年 1月，中央办公厅印
发《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检举控告
工作规则》。规则将规范化、法治
化的理念贯穿于纪检监察机关处
理检举控告工作始终，要求认真
处理检举控告，回应群众关切，建
设覆盖纪检监察系统的检举举报
平台，鼓励实名举报，建立检查督
办机制。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数据显示，
2020年1至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
关共接收信访举报237.1万件次，处
置问题线索123.3万件，谈话函询
26.7万件次，立案44.3万件，处分39
万人（其中党纪处分33.7万人）。

2020年6月20日，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
分法》。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
全面系统规范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工作的国家法律，政务处分法将
监察全覆盖的要求具体化，明确
公职人员应当受到政务处分的违
法情形，划定公职人员行为底线，
促进公职人员忠实履行宪法和法
律赋予的职责，同时要求政务处
分权必须严格依法规范行使，切
实将政务处分权关进制度的笼
子，是推进政务处分工作规范化、
法治化的重要保证。

2020年12月22日，监察官法
草案首次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一系
列纪检监察工作领域的法规制度
正在接续出台，确保反腐败工作在
规范化、法治化轨道上行稳致远。

（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新
华社 朱基钗）

2020年 11月 13日，北京召开
全市“以案为鉴、以案促改”警示教
育大会。

会上播放了警示教育片《正义
之剑——北京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腐败警示录》和《迷局——顺义系列
贪腐案警示录》，对2019年警示教育
大会以来受到处分的46名局级干部
点名曝光，并通报了8方面突出问题
典型案例，北京市13000余名正处
职以上干部接受警示和教育。自
2017年起，北京市委推动警示教育
常态化制度化，已连续4年召开全市
警示教育大会。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不仅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
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

略。开展警示教育，做好审查调查
“后半篇文章”，正是一体推进“三
不”的有力抓手。

近年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持
续深化标本兼治，建立完善以案促
改机制，把办案与堵塞制度漏洞、强
化监督监管有机结合——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建立中管干
部职务犯罪案件“一案一总结”制
度，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汲取
教训、整改提高；

查处陈刚案推动北京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领域问题整改，查处云光
中、邢云等案推动内蒙古煤炭资源
领域腐败整治，查处张琦案推动海
南规范土地管理；

注重发现个案背后深层次问

题，就完善金融机构监管、推进司法
体制改革等提出监察建议，通过疫
情防控监督问责推动卫生应急管理
体系建设。

充分运用“四种形态”提供的政
策策略，有效处置化解存量、强化监
督遏制增量，在严惩极少数严重违
纪违法分子的同时，加强对干部的
日常管理监督——

据统计，2020 年 1 至 9 月，全
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四种形态”
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共 133 万人
次。其中，运用第一种形态批评
教育帮助 92.8 万人次，占总人次
的 69.8%；运用第二种形态处理
31.1 万人次，占 23.4%；运用第三
种形态处理 4.5 万人次，占 3.4%；

运用第四种形态处理 4.6 万人次，
占3.5%。

这一数据，反映出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运用第一种形态批评教育帮
助力度持续加大，“红脸出汗”已成
常态；把惩治腐败作为有效监督的
强大后盾，始终保持高压态势，确保
底线常在、“后墙”坚固。

2020年，“主动投案”成为案件
通报中的高频词。

在强大震慑和政策感召下，江
苏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立科，青
海省副省长文国栋等一大批违纪违
法问题干部主动投案，表明反腐败
高压态势持续震慑，治理腐败的效
能不断提高，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的成效不断显现。

一体推进“三不”做好审查调查“后半篇文章”

坚持“严”的主基调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反腐力度持续加大

2021年1月4日，新年第一个
工作日。

上午11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网站同时发布重庆市原副市长、公
安局原局长邓恢林，青海省原副省
长、海西州委原书记文国栋，原中国
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胡问
鸣，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原总会计师
骆家駹受到党纪政务处分的通报。

开年之际，4“虎”同时被“开”，
再次传递出惩治腐败零容忍、不放
松的强烈信号。

2020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央
纪委国家监委和地方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以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的理念、思路和方法深
化标本兼治，反腐败斗争压倒性
胜利不断巩固发展，治理腐败效
能进一步提高。

A

B

C

近日，东北林业大学科研团队首次使用无人
机远红外热成像系统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采
集到野生动物种群活动画面。

图为科研人员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汗马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调试无人机远红外热成像系统。

新华社发（马健 摄）

科研团队首次用热成像技术
空中拍摄到大兴安岭林区野生动物

新
华
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