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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確診首例人感染病例

警員欲救人反遭包圍 彈盡被活活燒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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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鄒陽青島二十五日電】25
日上午，2014年青島世界園藝博覽會進入
一周年倒計時。世園執委會執行副主任、
秘書長李奉利介紹，目前，2014青島世園
會建設已進入衝刺階段，三個招展片區的
100個展園均已確認參展方，計劃今年10
月前完成所有建設工作，進入試運行階
段。

在青島市地標五四廣場前，一塊7米
高的世園會倒計時牌揭開了面紗，提醒人
們這一國際盛會的腳步越來越近。青島市
政府副市長、世園執委會執行主任王建祥
說， 「一年後的今天，世園之花將在青島
美麗綻放。」

香港展園10月試運營
世園執委會相關負責人透露，目前三

大園區之一的 「中華園」中，50個展園有
六成以上已經開工。香港展園將於28日完
成交接，開工在即。

據了解，香港展園將以表現香港作為
「宜居之城」的主題進行布局建設，分為

海岸公園區、濕地區、地質公園區、郊野
公園區四個部分，並由一條曲折的步行道
連接。展園中將種植香港本地的特色樹種
，讓暢遊其中的遊客充分感受港式園藝的
魅力。

此外，香港展園的一大特色是在園區
中將豎立3個金字塔式的太陽能光板，使
用安全環保的太陽能為展園設備供電。

【本報訊】據中新社南昌二十五日
消息：江西省衛生廳25日通報，該省確
診首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

據江西省衛生廳25日通報，2013年4
月24日，南昌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送檢
的南昌市第三醫院收治的一名69歲男性
患者病例樣本，經江西省疾病預防控制
中心實驗室檢測，確認患者為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例。這是江西省發現的
首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

目前，南昌市第三醫院正採取措施
積極救治患者。江西省衛生廳已派省級
專家組赴現場指導臨床救治、流行病學
調查及防控等工作。南昌市疾病預防控
制中心已對14名密切接觸者實施醫學觀
察，未發現流感樣症狀。

河南增一例 病情危重
河南鄭州市25日新增一例人感染

H7N9禽流感確診病例。目前，患者病
情危重，正在當地醫院接受治療。

河南省衛生廳25日通報說，這名崔
姓患者是56歲的男子，係鄭州市中原區
市民。4月25日，河南省級專家組根據實
驗室檢測結果和臨床表現及流行病學調
查，綜合判定該患者為人感染H7N9禽
流感確診病例。

該病例的密切接觸者共7人，均已採
取醫學觀察措施，未發現異常。

截至目前，河南省共報告人感染
H7N9禽流感確診病例4例，且均為男性
，其中周口市的一名患者已康復出院。
其他兩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患者，分
別是開封市尉氏縣大橋鄉一名 「擅長做
辣子雞」的廚師馬某，鄭州市管城區南
曹鄉從事禽類銷售、宰殺工作的王某。

浙江增兩例 累計44例
記者從浙江省衛生廳獲悉，截至25

日15：00，浙江省新增2例人感染H7N9
禽流感病例。該省目前共確診44例人感
染H7N9禽流感患者，其中6例經醫治無
效死亡，2例已治愈出院。

浙江省衛生廳當天在杭州通報了這
一最新結果。兩名新確診患者均為女性
，一人60歲，一人50歲。目前，2名患者
均病重，醫院正在積極救治中。

經浙江省疾控中心檢測，以上2例患
者標本均為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核
酸陽性。浙江省衛生廳組織專家對患者
的臨床表現、流行病學資料和實驗室檢
測 結 果 進 行 了 討 論 ， 診 斷 為 人 感 染
H7N9禽流感確診病例。

H7N9疫情南侵

【本報記者新疆二十五日電】據新疆喀什地區某
醫院人士透露，在 「4．23」巴楚嚴重暴力恐怖事件
中受傷的兩名維吾爾族民警傷勢已無大礙，已經轉入
南疆軍區某醫院救治。另據消息人士透露，在抓
捕過程中3名暴徒受輕傷，目前在巴楚縣人民醫院治
療中。

此前，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應急管理專家對環球

時報說，此事為新疆地區排查了一顆暗藏的恐怖炸彈
，但犧牲這麼多人代價太大。據本報記者了解，在事
件中殉職的除了事發地色力布亞鎮派出所所長（維吾
爾族）外，還有該鎮副鎮長孫超（蒙古族）。當時孫
超傷勢危重，當地鄉衛生院和縣醫院無法救治，被送
往至距離當地90公里左右的喀什某醫院搶救，但因為
失血過多，不幸在途中死亡。

▲為預防禽流感疫情，濟南25日隔離圈養廣場鴿 中新社

關於今次嚴重暴力恐怖
事件，當地官員向《環球時
報》透露，事件是一夥正預

謀策劃襲擊的恐怖暴力團夥因偶然因素陰謀敗露，
設伏殺害民警及社區人員的惡性事件。然而在西方
媒體口中，事件只是 「一貫動盪的中國西部又一起
暴力衝突」，其 「恐怖性質」僅是中國官方的一種
描述。

「中國總是就恐怖主義發布未經證實的聲明，
這不是說新疆沒有發生暴力活動，但我們在定性恐
怖事件時需要更謹慎。」24日，英國《衛報》引述
「人權觀察」組織成員貝克林的話質疑巴楚發生的

是否恐怖行為。

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甚至說中國對巴楚
事件的報道存在疑雲， 「一些人認為，北京故意誇
大恐怖威脅是為了讓其對新疆的鐵腕管理變得更正
義」。奧地利《信使報》說， 「血腥衝突扯開（新
疆）舊戰壕」。

24日接受《環球時報》採訪時，侯漢敏說， 「
恐怖分子不會在意受害者的民族、國籍，不會在意
是官是民，這如同波士頓馬拉松賽恐怖襲擊者是美
國公民，在美國有自己的家庭，加拿大恐怖分子準
備襲擊從多倫多開往紐約的列車一樣。恐怖分子是
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者的共同敵人。」一名不願透
露姓名的新疆安全官員說， 「極端恐怖勢力從來就
是相互勾連的，如 『東伊運』恐怖組織從成立之日

起就與 『基地』組織有關聯，分享補給後勤」。他
還說， 「波士頓恐怖襲擊事件、加拿大剛破獲的恐
怖陰謀、法國駐利比亞使館遇襲，以及新疆剛發生
的這起事件，你或許無法從它們之間找到直屬的組
織關係，但恐怖勢力一定會在全球範圍內相互呼應
。」

「真沒想到這樣的事會發生在色力布亞，這會
給我們留下陰影。」色力布亞當地一郭姓老師對《
環球時報》說，當地大巴扎的夜市以往非常熱鬧，
各族人民都喜歡在這裡逛，如今大家變得有些緊張
，直到公安武警進駐，安保力度增強，大家情緒才
緩和下來，社會秩序也恢復了。

潘志平說，值得慶幸的是，目前暴力恐怖分子
還不具備在中國內地大中型城市實施攻擊的能力，
但巴楚暴力恐怖事件提醒我們，必須時刻對恐怖主
義保持警惕。 （環球時報）

據環球時報報道：24日中午，被稱為 「新疆新聞
門戶」的天山網報道了此次嚴重暴力恐怖事件。緊接
，越來越多的人通過互聯網等各種途徑了解到， 「
新疆巴楚發生嚴重暴力恐怖案件」。

「我今天已接了很多詢問情況的電話，」24日接
到環球時報採訪電話時，色力布亞鎮中心經營餐館的
王先生稍顯不耐煩。他說，事發地點有兩個現場，距
離他的餐館都不遠。事發時，當地人躲在家中不敢出
門，事後他的餐館也關了門。在武警、特警進駐並處
置事態後，24日鎮上已經一切如常，餐館也恢復營業
了。王先生說，事件中遇害的人包括鎮上派出所所長
（維吾爾族），他不久前還在餐館裡吃過飯， 「他是
英雄啊」。

所長打光子彈 未能突圍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一名知情官員24日向環球時報

透露了事件的相關細節。據他描述，3名社區工作人
員正常進行民居走訪時正好撞上恐怖暴力分子聚在一
起觀看境外流入的恐怖活動視頻，現場還發現大量管
制刀具。由於大家平日裡都是鄉親，工作人員一邊試
圖穩住對方情緒，一邊悄悄向派出所報案。接到報告
的派出所所長帶聯防隊員及社區工作人員趕到現場
時，3名被控工作人員已被殺害。趕來的眾人遭多名
暴徒持1.2米長刀具伏擊，唯一攜帶手槍的派出所所
長打光了6顆子彈，仍未能突圍，眾人被迫入一個房
間。暴徒隨後堵死房門，灌入汽油，並縱火將眾人活
活燒死。

「恐怖分子可能設了詭計。」這是談及此事的多
名當地安全官員的共同說法。當地有傳聞說，3名社
區工作人員是在暴徒脅迫下報的案，將民警等人引到
暴徒設伏的另一地點殺害，但這無法證實。

恐怖暴力特徵非常明顯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外宣辦主任侯漢敏24日對環球

時報說，這起恐怖暴力事件特徵非常明顯，行兇的是
一個以家族血緣為紐帶的恐怖暴力團夥，受害者包括
維吾爾族在內的多個民族，並且施暴者與受害者平日
裡是生活在同一社區的鄉親，受害者甚至沒有想到會
遭到鄉親如此殺手。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應急管理專家對環球時報說
，此事雖然事發偶然，但從積極層面看，事件體現出
新疆地區社區排查的作用，一顆暗藏的恐怖炸彈被提
前觸發，避免了未來可能出現的傷亡更大、對社會衝
擊更強烈的恐怖事件，但犧牲這麼多人， 「代價太大
了」。

另據本報記者了解，新疆喀什地區巴楚縣24日社
會秩序穩定，一切如常。

網傳暴徒製作統一大刀
有網友透露據稱從 「內網簡報」中獲悉的案件內

情。據稱，死傷的警察和社區聯防隊員共十七人，是
先後三批中伏的。第一批三人進屋去的目的是勸降，
第二批三人進入是想說服這些暴徒釋放人質，但實際
上第一批進入的三人入內後不久就被殺了，但外面的
人當時還被蒙在鼓裡。前兩批六人均石沉大海音訊全
無，第三批趕到的警察和聯防隊員十一人，帶了一支
手槍，打算衝進去把被挾持的人質硬搶回來。但是準
備不足，遭到人多勢眾的恐怖團夥持刀暴徒伏擊，在
子彈打光後被迫進一間屋子裡活活燒死。第三批人中
有幾人逃了出來，兩人身負重傷送院不治。另外兩人
則獲隨後趕來的特警解救。最後在現場清場的是武警
和特警，擊斃六名暴徒，逮捕八人。

消息稱，暴徒都是同一個家族的人，並製作了統
一的武器。當地警方最初受到第一舉報人的舉報時不
夠重視，未第一時間上報，釀成了血的教訓。

【本報訊】新疆喀什巴楚縣23日發生
嚴重暴力恐怖事件，15名民警、社區工作
人員遭暴徒襲殺。最終，警方擊斃暴徒6人
，抓獲8人，目前案件還在審理中。

受傷兩民警已無大礙

巴楚恐襲內情：

外媒藉機抹黑中國
特稿

位於巴楚縣人民
政府駐地西南84公里
處，巴莎公路中段，
周邊與伽師縣及農三
師三個團場毗鄰，地
理優勢十分明顯，是
古絲綢之路的北路要
道。該公路與314國
道相聯，西可到達莎
車、澤普、葉城、和
田等縣市。人口4.1
萬人，基中農村2.2
萬人。交通便利、民
族手工業發達，商貿
流通業繁榮，是聞名
遐邇的南疆四大農村
集市之一。

色力布亞鎮

截止時間截止時間
20132013年年44月月
2525日日2424時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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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計時一周年揭幕儀式現場
本報記者鄒陽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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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這就是 「疆獨」 恐怖分子所謂的 「聖戰之
刀」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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