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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山西、河南、福建等多
地多次发生民房坍塌事故，为基层
房屋安全管理敲响警钟。

居住在涉事酒店附近的居民向
记者表示，当地沿街不少房屋房龄
与坍塌的辅楼相仿，不知是否存在
安全隐患。

魏大平等多名专家提醒，我国
城镇化初期建设的部分砖混结构的
楼板房可能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的使
用需要，有关部门应对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未经正规设计的砖混结构建
筑展开安全隐患排查，及时对存在
隐患的建筑进行消险等整治。

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前部分基层
特别是县市级房屋安全管理、鉴定人
员专业水平有限，乡镇房屋安全管理
人员配置不足，这对提升区县及以下
基层房屋安全管理水平影响不小。

专家建议应尽快加强对基层房管
人员的培训，建立村、镇、县市、地市、

省级房屋安全管理及咨询网络平台，
实现房屋的全体系、全流程监管，确保
群众房屋居住使用安全。有专家还建
议加大对房屋结构拆改违法行为的打
击力度，进一步压实监管责任。

（据新华社苏州 7 月 14 日电
记者杨绍功 李雨泽 李博 曹彦语）

反思警示 | 基层房屋安全管理能力亟待提升

国务院安委会挂牌督办
苏州吴江酒店坍塌事故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记者刘
夏村）记者14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针
对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四季开源酒店辅
房发生重大坍塌事故，国务院安委会决
定成立督办组对该起事故查处进行挂牌
督办。

据悉，经全力搜救，事故失联人员已
全部救出，其中17人遇难。事故发生
后，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
现场救援处置进展，派出工作组赶赴现
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

苏州吴江“7·12”房屋坍塌事故造成17人遇难，5人受伤

塌楼悲剧敲响哪些警钟？

7月14日上午9时许，事发
40多个小时后，苏州吴江油车路
188号四季开源酒店辅楼坍塌事
故搜救工作全部结束。事故共造
成17人遇难，5人受伤。江苏省
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对事故具
体原因开展深入调查，公安机关
已对酒店法定代表人、实际经营
人、项目负责人、工程设计人员、
现场施工负责人等进行传唤调
查，并对相关人员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国务院安委会对该事故查
处挂牌督办。

一栋装修用于餐饮的酒店辅
楼，何以夺去多人性命？救援进
行情况如何？此类悲剧是否能够
避免？新华社记者对此进行了追
踪调查。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
在今年3月份举行的汽车芯片供应
问题研讨会上表示，汽车芯片是关乎
产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器件，是汽车
强国建设的关键基础，需要统筹发展
和安全，坚持远近结合、系统推进，提
升全产业链水平，有力支撑汽车和半
导体产业高质量发展。

从长远来看，上海汽车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虹建议，制定车规
级芯片“两步走”的顶层设计路线，实
现车规级芯片企业从外部到内部的
动力转换。第一步由主机厂和系统
供应商共同推动，扶持重点芯片企
业，帮助芯片企业解决技术门槛较低
的车规级芯片国产化问题，提升其车

规级国产化体系能力；第二步主要由
芯片供应商推动，形成芯片供应商内
生动力机制，解决技术门槛高的车规
级芯片国产化问题。

芯谋研究认为，应充分发挥整车
企业在汽车产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加大研发投入，挖掘和转化高校及科
研院所的先进科研成果。要加大高

校、科研院所对集成电路人才的培养
和车规关键共性技术的突破，鼓励具
备先进技术的企业优先发展。另外，
应打造国家级车规测试验证平台，制
定车规级芯片测试验证国家标准，完
善测试流程。

（据新华社广州7月14日电 记者
周强 马晓澄 孟盈如）

“补芯”需长远布局

芯片短缺价格暴涨，部分汽车生产商减产或停产

汽车产业如何应对芯片变局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总工程师

许海东介绍，受恐慌性心理影响，芯
片订单量增加，“每家企业下的订单
比原来多出1至3倍”。

在近期召开的2021中国汽车论
坛上，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总工程师、副
秘书长叶盛基介绍，当前，我国各类芯
片中MCU（微控制单元）芯片最为紧

缺，国内MCU芯片企业最为薄弱。
据了解，车用MCU芯片紧缺是造成
汽车缺货的主要原因。

“新华视点”记者采访了解到，为
解决缺芯难题，今年不少整车厂高层
走进芯片企业，面对面直接沟通梳理
不同型号汽车对应芯片，希望缩减供
需缺口。

业内人士表示，芯片产业“以销
定产、低库存甚至零库存”的特点导
致补货周期长，且车规级芯片准入认
证流程长，导致缺货缓解缓慢。

广州粤芯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副总裁李海明介绍，车规级芯片对可
靠性、一致性和稳定性要求较高。一
般车企和芯片供应商的合作是长期

持续的，且芯片行业周期是刚性的，
排期供货周期超半年，弥补不足需要
时间。

有市场研究机构测算，因芯片短
缺一季度全球减产了 100 万台汽
车。行业智库机构芯谋研究及车企、
相关芯片企业人士则预测，产能紧缺
或在明年得到缓解。

汽车缺芯缓解需一定周期

业内人士分析，需求大幅增加、
供应链受到干扰等诸多因素，导致汽
车产业缺芯现象持续。

汽车产业驶入“智能赛道”。广
州市工信局总经济师陈键华介绍，智
能网联汽车成为汽车产业发展的新
方向，以前燃油车使用芯片就几十

颗，现在则需要上百颗。
全球半导体生产接连遭遇突发

状况。从供给端看，2020年初开始
在全球暴发的新冠疫情深刻影响了
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一些工厂停工停
产导致产能压缩。今年美国、日本等
多个全球半导体重要产业基地和企

业遭遇意外灾害，导致供给紧张状况
“雪上加霜”。

与此同时，个别国家在全球市场
肆意挥舞单边制裁大棒，不仅严重损
害了中国企业利益，也导致全球企业

“恐慌性备货”。
恩智浦半导体大中华区主席李

廷伟表示，目前外界都在关注先进制
程技术，然而在汽车芯片领域，成熟
工艺制程更为重要。对成熟工艺不
够重视，导致产能收缩，这也是造成
芯片缺货的一个原因。目前中国市
场对成熟工艺的需求很大，应该引起
更多关注。

汽车产业为何成为缺芯重灾区？

今年以来，因为芯片短缺，福
特、丰田等国际车企的一些工厂
相继减产甚至停产。缺芯也导致
部分国内汽车生产商减产或停
产。目前，我国汽车行业缺芯情
况仍在持续，芯片价格暴涨。据
多家车企反馈，各类型芯片价格
普遍上涨了5倍到20倍。尽管
如此，依然“一芯难求”。

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解决
芯片供应问题，需要统筹发展和
安全，坚持远近结合、系统推进，
提升全产业链水平。

17人遇难，5人受伤，这场悲剧
因何酿成？

记者从地方有关部门了解到，
当前经初步技术分析判断，此次事
故初步原因可能是坍塌房屋现有产
权人安排工人进场擅自进行装修改
造。酒店辅楼内部承重墙体疑似被
拆改，致使该部分房屋坍塌。

记者调查发现，发生坍塌事故
的四季开源酒店系吴江农民集资
建设的山湖饭店，2006年以后改称
飞牛大酒店、君缘大酒店等，2020
年初改为四季开源酒店。每一次
改变名称后，都经过重新装修，而
装修过程是否符合建筑安全规程
却无人过问。

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魏大平等多名建筑
设计领域专家告诉记者，这类民有
公用的建筑，经历多次产权变更和
装修，如果不注重房屋结构的安全，
只为满足现实需求盲目装修，很容
易造成安全风险。

另外记者还了解到，事故还可能

与该建筑使用年限和建筑结构有关。
当地政府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坍塌酒店辅楼建于 1984 年左
右。记者看到，垮塌现场到处是砖
头砌体和断裂的水泥板，还有少部
分钢架结构。从未坍塌墙体的砌缝
和装修痕迹能看出，这是一个带钢
架顶棚的三层砖混建筑。

事故原因 | 初步判断系承重墙被拆改

事故发生当日晚10时许，记者
在事故现场看到，坍塌酒店几十米
外拉起了警戒线，不时有救护车、警
车出入。

当地居民告诉记者，当天下午3
点半左右，听到酒店方向一声巨响，有
人跑出来说楼塌了。过了不久就有公
安、消防和救护的车开来，有人被救护
车拉走。天黑前，起重机来了，救援车
辆排了一路。有干部来疏散居民，酒

店对面养老院的老人也转移了。
失联人员信息甄别、居民安抚

与救援工作同时展开。居民朱女士
说，傍晚左右接到了社区的电话，询
问她个人情况并嘱咐注意避险。根
据旅馆入住登记信息，有关部门先
甄别出18名被困人员，后又发现5
名未登记信息人员。

晚 11 时许，记者进入救援现
场。空气里弥漫着呛人的柴油味，

发电机发出巨大轰鸣，应急灯把现
场照得亮如白昼。3台起重机用吊
臂抵住了部分尚未坍塌的屋顶，吊
臂下救援人员正紧张地进行搜救。
经记者测量发现，此时虽已入夜，但
环境温度仍高达近30摄氏度，记者
看到救援人员浑身湿透。

记者了解到，江苏省消防总队
调集650人和120台车辆，采用多种
救援装备、技术手段彻夜施救。各

相关部门也已投入到救援与善后工
作当中。

事发24小时后，事故现场已救
出被困人员 20 人，但仍有 3 人失
联。现场指挥部要求“有一线希望
就不放弃，争取最好的结果”。

经过又一个通宵的紧张搜救，
14日上午9时，工作人员确认找到
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后，现场搜救工
作宣告结束。

直击现场 | 有一线希望就不放弃搜救

医生在查看伤员情况。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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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人员在现场进行救援救援人员在现场进行救援。。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来自12381的短信
请务必留意！

据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记者张辛欣）工
信部联合公安部14日正式启用12381涉诈预警
劝阻短信系统。该系统可利用大数据等技术发现
潜在受害用户，并通过12381短信端口第一时间
向用户发送预警短信。当用户接收到预警短信
时，要保持高度警惕。如有疑问可拨打公安机关
110、96110号码进行咨询。

工信部网络安全管理局局长隋静在14日举
行的启动仪式上说，当前电信网络诈骗作案手法
变化快、迷惑性强、查处难度大，严重侵害人民群
众的财产安全与合法权益。工信部联合公安部进
一步创新工作方法和思路，坚持打防并举、防范为
先，研发了12381涉诈预警劝阻短信系统，实现了
对潜在涉诈受害用户进行短信实时预警。

隋静说，上半年，工信部组织对全国93家省级
基础电信企业、近1.5亿张物联网卡开展了3轮次拉
网检查。与此同时，工信部组织建设了信息通信行
业反诈大平台，实现了对涉案号码、域名、互联网账
号等“一键下发，全网生效”的快速处置能力。

下一步，工信部将与公安机关密切协同配合，
全力推进反诈各项重点工作，形成“标本兼治、协
同联动”长效机制，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
发多发态势。

14日起，来自12381的短信请一定留意。这是
国家反诈中心与工信部反诈中心联合推送的预警
信息，收到则意味可能存在风险，要保持高度警惕。

预防要尽可能走在风险发生前，通过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自动分析发现潜在受害用户，及
时预警。这个我国防范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的新
招，会给人们增加不少安全感。

从某种程度上讲，防范和治理电信网络诈骗，
是一场技术的较量。防骗，格外需要技高一筹。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作案手法变化快、迷惑性强，
加大预防和查处力度，要求我们不断创新思路、更
新技术、丰富手段，直击痛点。

从提高堵截能力让诈骗软件下载不了、诈骗
网站登不上，到及时精准推送预警信息、告诉群众
第一时间进行防范，近年来，相关部门持续提升技
术手段，全国一体化的技防体系不断完善。

电信网络诈骗往往是环环相扣的犯罪链条，
防骗多出“技术”这一招、用科技赋能反电诈的同
时，更要注重源头治理、综合治理。比如，针对电
信网络诈骗背后隐藏的窃取个人信息、偷换号码、
改变定位等行为，要依靠公安、工信、市场监管等
多部门紧密协同、重拳出击，对电诈犯罪及其上下
游黑灰产业施以全链条打击和治理；还要打通“数
据壁垒”，实现对“骚扰电话”等标注功能的共享和
发现、监测的联动，调动多方资源，发动群防群治。

需不断创新治理思路与方法，织牢织密“防治
网”。整合多方力量，建立起多领域、立体化的防
治格局；发动全社会齐抓共管、压实企业反诈责任
链条；持续提升个人信息保护力度，让每一个人的
防范意识不断增强……防骗多几招，犯罪分子的
可乘之机会越来越少。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记者 张辛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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