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嗆進幾口臭水 肺部感染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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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浙江溫州14歲女孩紅紅
16日跳河自殺，蒼南金鄉派出所民警張
光聰奮身跳下污水河救起了女孩。21日
下午，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溫州發
出的《救人英雄 「肌肉張」 病了》的帖
子引發關注。該帖稱，老張因救人時嗆
進幾口污水，致肺部感染，目前已住院
接受治療。當地多位官員去醫院看望，
獨不見環保局局長，眾網友齊聲建議環
保局局长應去看望老張。

高精尖航天科技落地京科博會

西沙遊價高 遊客卻步
【本報實習記者朱逸雲上海二十二日電】隨着海南三沙

市首條郵輪線路的正式開通，內地遊客可前往西沙群島旅遊
。據內地旅遊服務商攜程網透露，該公司的旅行團將於明日
前往西沙群島。屆時，報名的遊客將從各地飛往海口，共同
搭乘 「椰香公主號」前往西沙群島。

據了解，西沙群島現在雖然已逐漸對遊客開放，但從報
名條件和手續辦理來看，並非人人皆可登島。攜程旅遊事業
部公關張磊表示，除身份證和西沙旅遊申請表外，報名遊客
需要出示健康聲明，並提前預約。 「這次西沙群島的旅行團
有年齡限制，只接受18歲以上，60周歲以下的內地居民的預
定，暫時不對港澳台和其他外籍人士開放」。

截至發稿時，攜程旅遊已接到來自各地逾百通諮詢電話
，但近萬元的高額旅費讓原本有意報名的遊客打起退堂鼓。
上海一位愛好海島遊的孫小姐表示： 「同樣的價格都可以去
馬爾代夫了，雖然說西沙群島值得一去，但畢竟是在境內，
價格還是有點高」。

相關資料顯示，由西沙、南沙和中沙群島組成的三沙市
擁有二百六十多個島、礁、沙灘，擁有豐富的熱帶旅遊資源
，可與馬爾代夫相媲美。其中，西沙群島沒有任何工業污染
，海水最高能見度達到40米。

瓊4千萬元漁港竣工即廢棄
【本報記者張曉陽東方二十二日電】海南省審計廳日前

發布的2013年第71號 「瓊審投報」顯示：東方市八所中心漁
港從立項開始，歷時近10年，已完成投資近4000萬元；在建
設管理、工程質量、工程竣工驗收、工程結算上存在重大問
題。現場漁港防波堤大段垮塌，混凝土坡面被掏空，漁港至
今不能投入使用，已成 「廢港」。目前，東方市紀委、市檢
察院已介入調查。

據了解，八所中心漁港工程是海南為滿足當地生產漁船
停靠避風需要，實現西部漁民轉產轉業而投資擴建的。東方
市城市建設投資有限公司為漁港的建設單位，目前該公司前
兩任負責人因其他腐敗窩案已被各自判刑10年。

東方市海洋局長羅少華向本報記者透露，漁港在2007年
10月開工，2011年9月工程內容全部完成。但其工程並未按
設計圖紙及標準施工，嚴重偷工減料，導致港池航道疏浚工
程未達標。

記者在東方市八所中心漁港看到，漁港防波堤有大段大
段的垮塌，混凝土坡面被掏空，防波堤內側護面大段大段地
被海浪掏空。走進防波堤坍塌內部，發現此處水泥用手輕掰
即可脫落，而有些地方的石子卻無水泥澆築，裸露在外的鋼
筋僅小手指般粗細，可徒手掰斷。

東方市委書記宋澤江表示，2011年八所中心漁港坍塌後
，請相關專家進行調查，給出的結論是因颱風所致，與現在
審計廳的調查結果出入很大。他表示，對於施工單位，質量
監督部門，包括之前給出鑒定意見的專家，一定徹查到底。
東方八所中心漁港已經報廢將不再修復，會另選地址重新規
劃建設新漁港。

【本報記者陳旻、賀鵬飛揚州二十二日電】中共揚
州市政法委書記袁秋年之女袁慧中畢業三年即遭擢升為
副處級官員。外界質疑，其升遷涉嫌違反中央及江蘇省
的有關規定。揚州市委組織部22日回應稱，袁慧中的選
拔過程公開透明，同時承認其為同一批選拔的20名官員
中唯一破格提拔者，而破格理由是 「崗位需要」。

近日，有實名認證微博爆料稱，出生於1983年10月
的袁慧中，2009年8月參加工作，2012年11月即升為副
處職。其父袁秋年為揚州市委常委，曾任宣傳部長，現
為政法委書記。

在近期內地接連曝出多名 「官二代」被違規提拔的
背景下，袁慧中的選拔過程也遭到外界普遍質疑，網友
對其冠以 「揚州火箭神女」的稱號。對此，揚州市委組
織部22日發布書面說明指出，2009年袁慧中自南京大學
博士畢業後，即被江蘇省委組織部選拔為選調生，分配
至揚州市維揚區工作。2012年9月揚州市公開選拔20名
副處級領導幹部，袁慧中報考團市委副書記一職並最終
入選。

說明稱，本次選拔與公示公開透明，並在公選過程
中，其父袁秋年進行了迴避。

不過這份說明並未消除公眾的疑慮，因為根據中共
中央制定的《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提任
縣（處）級以上領導職務副職的，應當在下級正職崗位工
作三年以上。而袁慧中擔任正科級職務剛剛超過兩年。

不符中央條例與江蘇規定
同時，根據《江蘇省選調生工作暫行辦法》規定，

選調生的直系親屬是縣以上黨政領導班子成員和法院、
檢察院、組織、紀檢、人事部門正副職領導幹部的，在
工作安排上實行地區迴避；選調生一般不安排在本人家
庭所在的鄉鎮（街道）工作鍛煉。因此，有網友質疑袁
慧中不能在其父擔任市委常委的揚州地區任職。

對於上述質疑，揚州市委組織部一再拒絕接受採訪
。該部辦公室主任盛維林經多次協調之後承認，去年揚
州市選拔團市委副書記確實屬於破格提拔，且袁慧中是
同一批選拔的20名副處級幹部中唯一破格提拔者，而破
格的理由是 「崗位需要」。

在外界質疑的 「迴避」問題上，盛維林只是強調袁
秋年在袁慧中選拔過程中進行了迴避，但不願回答地區
迴避問題。

【本報實習記者周琳北京二十二日電
】重達8.7噸、時速卻高達120公里的特種
越野車、嫦娥三號月球車、神舟九號飛船
原型、長征系列運載火箭、手拋式無人機
……這些聽聞距離普羅大眾甚遠的高精尖
科技成果，今日首次在北京科博會上展出
。 「我們最想讓老百姓和民營企業了解航
天科技，最終不只是實現 『上天』，更希
望航天技術能夠 『落地』，帶動整個科技
行業發展。」航天科技集團項目主管蘇亮
對本報表示。

「這真的是神九返回艙實物嗎？」面
前這個 「貌不驚人」重達兩噸的 「大鐵坨
」引來不少參展觀眾詢問。蘇亮告訴記者
，神九飛船掌握了各個專業的尖端技術，
包括製造技術、材料技術、防熱、控制技
術，目前應加緊運用到民用領域。按照中
國載人航天三步走的計劃，如今已實現了
搭建載人飛船平台系統的第一步，現在要
做的是第二步，也就是神八、神九、神十
的系列飛船實現交互對接技術，即航天器
在太空的組裝建造。

手拋式無人機軍民兩用
在今次科博會上，航天科技、航天科

工、中國兵工等集團及863專項攜兩百餘
高精尖亮相，重點展出載人航天、探月工

程、北斗導航等航天領域的新成果，讓民
眾一飽眼福。

兵工集團項目經理周大鵬告訴記者，
兵工集團經三年研發的手拋式無人機系統
從民用角度講，可應用於公安、減災、人
防和消防等領域，尤其是近期像蘆山等突
發災害都將有所應用。 「手拋式無人機雖
稱軍民兩用，其實完全按照軍標裝配，目
前埃及國防部已經訂購了十五架。」

每逢科博會，最受老百姓喜愛的總是
智能機器人。

在科博會展覽館門前，霧博士公司研
發的BOT降溫機器人成為了本屆科博會
特殊的 「迎賓員」。它在展會排隊區和安
檢等候區賣力 「迎賓」，為炎熱的夏季送
來降溫服務。

最受人關注的是牡丹集團與韓國合作
生產的智能服務機器人，記者看到，通過
機器人臉部的識別系統確認客戶後，只要
輕觸機器人手中的PAD就可輕鬆指揮機器
人行動。 「不過像這樣的智能機器人更多
的是企業迎賓，推向中國民用市場很艱難
。」牡丹集團負責人告訴記者。

此外像會跳 「江南style」的小機器人
，代表農業現代化、自己會找熟黃瓜的機
器人及中科院研發的為老人、盲人服務的
機器人都吸引民眾紛紛駐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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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機器人
跳起 「江南
style」 中新社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二十二日消息：在凌晨接到陌
生號碼來電，電話另一端沒人說話，而是傳來陣陣哭聲，令
人毛骨悚然……恐怖電影中慣有的場景近日卻發生在現實生
活中，一個被稱為 「鬼來電」的電話號碼在京城引起熱議。

16日至21日，有多位北京民衆反映，在凌晨接到一個陌
生號碼 「010-67679910」，接通後電話裡會傳出 「嬰兒哭泣
」、 「女人尖叫」等怪聲，但回撥卻顯示為空號。上百名北
京地區網友在新浪微博上訴說自己遇到了該號碼的騷擾。網
友們把該號碼稱為 「鬼來電」，呼籲公安機關調查此事，並
提示他人不要接聽該號碼。

記者經網絡搜索該號碼發現，近3年來，多位北京地區
民衆曾接到過上述電話，一般發生在凌晨，所描述的情節大
致相同。有網友早在2010年7月23日就表示，曾接到過四次
該電話，第一次有女性哭聲，第二次是嬰兒哭聲，第三次有
個小女孩說 「哥哥，救救我吧」，第四次自己沒敢接聽。

警方：接到電話可就地報警
北京聯通公司工作人員對《京華時報》記者表示，該號

碼所在號段雖是聯通公司的號段，但經核實後發現其為空號
，沒有用戶，可能是有人故意用網絡電話或虛擬撥號軟件惡
作劇。如有需要，公司技術部門將配合公安部門調查此事。

北京警方則建議市民，接到電話可就地報警，民警會記
錄相關信息，若此類情況很多，警方會集中處理。

通信領域專家、北京郵電大學教授曾劍秋對《新京報》
記者表示，該號碼使用者可能使用改號器在對方的手機上顯
示別的號碼。想要追查號碼來源在技術層面不成問題，公安
機關介入調查加上電信部門的配合就可以。他認為，對於這
種造成部分市民恐慌的惡作劇，警方應該介入調查。

【本報訊】據中新社重慶二十二日
消息：重慶市檢察機關透露，蕭燁、許
社卿、嚴鵬、王建軍、趙紅霞、譚琳玲
涉嫌敲詐勒索一案已提起公訴。

2012年11月，重慶北碚區原區委書
記雷政富因網上曝光的不雅視頻被免職
，並被立案調查。視頻中的女主角趙紅
霞也因涉嫌敲詐勒索被重慶警方立案偵
查。隨後數月，除雷政富外的20名重慶
廳局級官員和國企高管相繼因涉不雅視
頻被免職或立案調查。

2013年5月7日，中共重慶市紀委公
布對雷政富等21名違紀黨員幹部的處理
情況。同月， 「重慶不雅視頻案」女主
角趙紅霞涉嫌敲詐勒索一案偵查終結，
重慶市公安局調查認為， 「重慶不雅視
頻案」犯罪嫌疑人蕭燁、趙紅霞等六人
涉嫌敲詐勒索兩名被害人，共計500萬
元人民幣。其中一人即為雷政富，被勒
索300萬元；另一人也為當地官員。

蕭燁等六人敲詐勒索一案經重慶市
公安局偵查終結，於4月28日移送重慶
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審查起訴，重慶
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根據刑法和刑事
訴訟法的有關規定，於5月2日將該案交
予渝北區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

揚州官二代工作三年升副處
父為政法委書記 官稱崗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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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哭泣 女人尖叫
京人凌晨頻接鬼來電

▲八所中心漁港坍塌嚴重的防波堤壩 本報攝

西沙島景一隅

據溫州網消息：在救人過程中，老張三次潛
水。由於河水太髒，他不得不一直閉着眼睛。小
女孩剛被拉回河邊，就靠在老張腿上劇烈嘔吐，
吐出一大口一大口黑乎乎的東西。老張潛水時也
嗆了幾口髒水，嘴巴裡一股臭氣，一陣噁心，也
跟着吐。上岸以後，老張跟小女孩又繼續嘔吐了
兩三分鐘。回到所裡後，同事一提到水，老張就
忍不住乾嘔，第二天還是噁心。當天中午什麼都
吃不下，晚上才喝了點湯，沒胃口，第二天慢慢
恢復了。

被封「溫州下河試污第一人」
18日，身高1米82，被網友稱為 「肌肉張」的

他卻因 「污水游泳後遺症」住院了。老張下河是
為救人，卻因在污水河裡游了一遭而得病，網友
們戲稱他為 「溫州下河試污第一人」。而14歲跳
河女孩住了幾天院，現已出院。

21日，記者與救人英雄老張的同事取得聯繫
。據他介紹，金鄉環城河河水不僅髒，而且臭，
老張多次潛水睜眼找女孩時，眼睛裡灌進了污水

，還嗆進幾口髒水。將紅紅救上岸後，老張發現
河岸邊還擺放着七八個馬桶，讓他噁心不已，不
停嘔吐。晚上回家後，老張出現眼睛癢、皮膚刺
痛、頭暈、嘔吐等症狀。據老張說，他本來不想
住院的，只在診所買了點藥。但後來領導看他病
情有點嚴重，下了 「命令」。

18日，老張前往蒼南縣第三人民醫院檢查，
經醫生診斷，其肺部因嗆入污水導致細菌感染。

老張住院的消息發出後，網友很擔心老張的
身體健康。對於救人英雄生病一事，蒼南當地也
很重視，蒼南縣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麻勝聰、
蒼南縣公安局局長、蒼南縣教育局局長都去看望
了老張。

「環保局長，網友喊你去醫院」
「老張是因為河水太髒而生病的，這麼多領

導都去看了，環保局局長怎麼沒去看啊？」網上
，很多網友覺得蒼南縣環保局局長也應該去慰問

一下老張。網友 「溫州大喇叭」發微博說， 「環
保局長，網友喊你去醫院！」網友 「志願者我幫
忙」補充， 「還得公開正式道歉！」

據悉，金鄉環城河段呈喇叭狀，不太利於河
水流通。由於該河段位於居民聚集區，不少居民
以前經常往河裡扔垃圾，生活污水有些也直排入
河。夏天的時候特別臭。

「這條河本來是垃圾河，經過一段時間治理
目前已明顯改善。」蒼南縣環保局相關人員告訴
記者，今年3月份，該市開展黑臭河、垃圾河大整
治，在排查出的680條垃圾河、黑臭河中，就包括
這條河。金鄉鎮政府作為整治的責任單位，提出
了河道清淤、漂浮物打撈等生態修復措施。根據
整治計劃，包括環城河在內的垃圾河已在4月份完
成垃圾清理；至於河水發黑發臭，要到今年12月
才能治理完。蒼南縣環保局局長蘇中傑則表示，
環城河一直在治理，已落實金鄉鎮政府為責任單
位，但具體情況一下子說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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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蒼南多位官員都去看望了老張，但不見
環保局局長身影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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