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力最大限度上街遏暴恐
公安部加強武裝巡邏快速反應

特稿

【大公報訊】近日內地頻發公然行兇
嚴重暴力事件。為提升管控和快速反應能
力，公安部日前部署進一步創新立體化社
會治安防控體系，要求要最大限度地將警
力擺上街面，實行武裝巡邏、動中備勤的
常態化。重點加強對各地人流密集處防範
控制，快速應對處置各類突發案件。

■遼居民樓燃氣爆炸5死傷

簡訊

由中國好人網發起的、內地首個 「監督舉報風險基金」
16日在廣州宣布成立。中國好人網總編談方表示，監督舉報
風險基金專門用於幫助伸張社會正義的困難好人，讓好人有
好報，凝聚社會正能量。好人網還授予廣州海峽（國際）整
形美容醫院為 「中國好人網面部」整形修復基地，該基地的
成立將重點對因為舉報而面部受損的患者服務，雲南昆明民
間環保衛士董孝鳳等成為首批受助者。

【大公報記者 袁秀賢】

■穗首設監督舉報風險基金

遼寧省葫蘆島市連山區委宣傳部16日下午通報，16日8
時30分，葫蘆島市連山區一棟12層住宅樓3樓一室內發生一
起燃氣爆炸事件，1人受重傷送醫院搶救無效死亡，1人重度
燒傷，3人受輕傷。目前，經公安部門認定，已排除刑事案
件。事件調查和善後處理等工作正在有序進行。

（中新網）

穗首個嬰兒島超負荷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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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城的維吾爾族人中有不少是
以烤羊肉串為生，27歲的阿杜便是其
中之一。在北京一家新疆餐廳專烤羊
肉串的他，因烤技高超，長相又帥氣

，已成為這家餐廳的 「招牌」。
阿杜是新疆喀什人，今年已是他來北京的第六個年頭，

也是他在這家餐廳工作的第四年。像不少新疆青年一樣，阿
杜來北京打工，靠的是上乘的烤肉手藝。 「我的手藝是父親
教的。在新疆像我這樣的人很多，但能有機會在北京這樣的
大城市發展、站穩腳跟並不容易，我很幸運。」

眼下，阿杜每天平均工作8小時，忙的時候還要加班。他
不覺得工作多累或許是因為喜歡，但更重要的是他覺得工作
環境和周圍的人文氣息讓他沒有過多的離鄉之感。

北京人老譚是阿杜的漢族朋友之一。每逢周末或節假日
，老譚都會帶朋友或家人來這家餐館吃羊肉串。老譚常對阿
杜說： 「你是我見過的最漂亮的新疆小伙子，應該去學習表
演，烤羊肉串實在可惜了。可你真走了，我去哪兒吃這麼好
的羊肉串呢？」

阿杜說，他已經開始不滿足現狀了。倒不是老闆不好，
「餐廳管吃管住，老闆也很信任我，一個月發4500元的工資，

花不完，但我還是希望在北京開個自己的烤肉館」。阿杜說
已經託北京的朋友幫忙，只要找到適合的地方，他就會辭職
為自己打工。阿杜說，相比其他城市，他更喜歡北京，這裡
人們很寬容，好交朋友。 （中通社）

【大公報記者董謙君廣州十六日電】廣州市社會
福利院16日透露，當日起將暫停廣州首個 「嬰兒安全
島」試點，今後一段時間將只接收公安部門送達的棄
嬰。自1月底啟用以來， 「嬰兒安全島」平均每天接
收5名以上棄嬰，且全部患不同程度疾病，主要涉及
腦癱、唐氏綜合症等，大大超出預期及福利院撫養能
力。有專家指出， 「嬰兒安全島」符合國際做法，但

目前未到推出的成熟時機，棄嬰屬違法不應讓嬰兒島
支付其違法成本。

50天收262嬰 多為病患
據了解， 「嬰兒安全島」是民政部對兒童福利工

作進行改革嘗試的試點，按照《國際兒童公約》和未
成年人保護法，體現 「兒童利益優先」、 「生命至上
」原則，而旨在完善棄嬰發現、救助機制，切實保護
棄嬰合法權益。2011年起，石家莊、烏蘭察布、南京
、廈門等市已陸續開展試點。而作為目前試點中唯一
特大城市的廣州則出現棄嬰 「猛增」。

今年1月28日，廣州正式啟動首個 「嬰兒安全島
」，在截至3月16日暫停的近50天裡，廣州市社會福
利院共接收棄嬰262名，平均每天5名以上。年齡在1
歲以下符合 「嬰兒」範疇的有175人，佔67%。經初
步檢查，接收棄嬰全部患有不同程度疾病，其中腦性
癱瘓最多佔到4成、其次是唐氏綜合症、先天性心臟
病，棄嬰總體存活率達到91%。

廣州市社會福利院院長徐久表示，院方接收棄嬰
能力遠超過預期已達到極限，長期超負荷運作導致在
醫療、特殊教育、後勤保障等方面不堪重負。棄嬰猛

增後現有隔離設施已無法滿足需要，新入院的棄嬰與
院內其他兒童共同集中生活，很容易導致傳染病的交
叉感染和廣泛、快速傳播。從16日起 「嬰兒安全島」
暫停試點，重新啟用時間另行公告。

徐久指出， 「嬰兒安全島」試點暫停後的一段時
間，市福利院將按照原程序只接收公安部門送達的棄
嬰。如發現有人在 「嬰兒安全島」遺棄嬰兒將立即報
警，並向警方提供棄嬰行為的視頻監控錄像等證據線
索。

華南師範大學倫理學教授王宏維對大公報表示，
設立嬰兒安全島是國際做法，旨在尊重生命和提供救
援，但按目前效果看，棄嬰者的法律意識、對生命的
態度令人擔憂。有意見亦認為讓福利院及納稅人為棄
嬰者埋單有助長違法之嫌。王宏維表示，在此階段推
出嬰兒安全島仍為時尚早，可加強 「棄嬰違法」宣傳
，同時提高整體素質和責任意識。

廣州市民政局社會福利處處長葉芬介紹，為減少
棄嬰事件，廣州市現已實施適用於患重大疾病和重度
殘疾兒童的醫療救助。同時推動並出台面向廣州戶籍
困境兒童的救助幫扶政策，包括實施福彩公益金資助
腦癱、先天性心臟病、唇顎裂患兒手術康復政策等。

維族青年扎根北京

據新華社十六日報道：記者16日從中國公安部獲
悉，為切實提升社會面動態管控和快速反應能力，公
安部日前部署全國公安機關進一步創新立體化社會治
安防控體系，大力加強社會面防控，實行武裝巡邏、
動中備勤，快速反應、高效處置，最大限度擠壓違法
犯罪活動空間，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安全感和滿意
度。

加強人流密集處防控
按照公安部要求，各地公安機關將按照 「創新立

體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總要求，本着 「全面覆蓋
，突出重點，以快制動，有效控制」的原則，探索建
立動態社會環境下的新型警務模式，着力形成動靜結
合、相互呼應、整體聯動的全時空巡邏防控網絡。進
一步增強防控工作的針對性、有效性和預見性，突出
整體防控、重點管控，提高見警率和管事率，最大限
度地將警力擺上街面，實行武裝巡邏、動中備勤的常
態化。進一步健全應急指揮機制，完善應急處突工作
預案，做到快速反應、高效處置。對公然行兇、危害
公共安全的嚴重暴力犯罪分子，要依法採取堅決果斷
措施及時處置。

根據公安部統一部署，各地公安機關緊密結合本
地治安實際，普遍啟動了等級化巡邏防控機制，網格
化科學布警，組織公安特警屯警街面、動中備勤，與
武警聯勤武裝巡邏，積極開展群防群治，重點加強對
各地車站、碼頭、機場、地鐵、陸路口岸、公交場站
，以及學校、醫院、公園、中心廣場、繁華街區、旅
遊景點、各大商圈等人流員密集部位的防範控制，隨
時接受群眾報警求助，快速應對處置各類突發事件。

各地強化武裝巡邏
據悉，全國 「兩會」後，北京市公安機關繼續加

強社會面巡邏防控，在組織巡警、交警、派出所民警
24小時不間斷巡控的基礎上，安排公安特警武裝處突
車全天候執行巡邏防控任務，強力震懾打擊街頭違法
犯罪活動。上海、哈爾濱、長沙、廣州、成都、昆明
、烏魯木齊、拉薩等地組織巡特警強化重點地區、重
點部位和重點時段的武裝巡邏，強化對社會面的動態
控制和快速反應能力，有效預防和打擊違法犯罪活動。

【大公報訊】據中新網十六日報道：16日凌晨4
時21分，湖北省黃石市公安局接到報警，黃石市二醫
院住院部發生火災。火災現場發現死亡1人，1名住院
病人避險跳樓經搶救無效死亡，2名病人轉移後死亡。

火災着火樓層為住院部1樓服務大廳，過火面積
約200平方米。至凌晨4時50分，現場明火被全部撲滅
。4名死者身份已初步查明，3人為住院患者，1人初
步判定為醫務人員，待DNA檢測鑒定後確認。目前
，住院患者已穩妥安置。

中午11時許，經公安機關緊張細緻的現場勘察和
摸排偵查，已初步認定二醫院住院部火災係人為縱火

。警方現已鎖定，並抓獲犯罪嫌疑人李某（男，27歲
，湖北鄂州人）。經審查，犯罪嫌疑人李某對其3月
16日凌晨4時10分許在二醫院住院部縱火的犯罪事實
供認不諱。目前，案件的相關情況正在進一步調查之
中。

事故發生後，黃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市委
書記周先旺、市長楊曉波指示：要以最快速度滅火救
人，做好善後工作並查明事故原因。市委副書記、政
法委書記張家勝，市政府副市長、公安局長張啟波第
一時間趕赴現場指揮處置工作。目前，相關救治、善
後、調查工作正在有序進行。

湖北一醫院遭縱火4人死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十六日報道：經習近平
主席和軍委領導批准，全軍和武警部隊各級黨委（
支部）會議室統一懸掛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
胡錦濤、習近平重要題詞指示。總政治部近日下發
通知，對部隊搞好懸掛布置工作提出要求。

毛澤東的題詞是： 「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
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鄧小
平的題詞是： 「為把我軍建設成為一支強大的現代
化正規化革命軍隊而奮鬥。」江澤民的題詞是： 「
政治合格 軍事過硬 作風優良 紀律嚴明 保障
有力」。胡錦濤的重要指示是： 「忠誠於黨 熱愛
人民 報效國家 獻身使命 崇尚榮譽」。習近平
的重要指示是： 「努力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
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

通知指出，領袖重要題詞指示，集中體現了毛
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同志對人
民軍隊的殷切期望和要求，為我軍建設發展指明了
方向。

在黨委（支部）會議室統一懸掛領袖重要題詞
指示，是加強我軍思想政治建設的重要舉措，對於
營造濃厚政治氛圍和鮮明思想導向，匯聚愛黨強國
興軍的正能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領袖重要題
詞指示由總政治部統一規範樣式、製作下發。

【大公報訊】據京華時報十六日報道：西安曝出幼兒園
給幼兒服用 「病毒靈」事件後，吉林市高新區芳林幼兒園也
被曝出存在類似情況，目前公安機關已依法對嫌疑人採取強
制措施，吉林市教育局已責成高新區芳林幼兒園停止辦學。

15日，不少孩子在家長的陪伴下體檢，家長並在醫院門
前聚集，拉出 「芳林幼兒園給孩子長期大量餵食藥品」的橫
幅。目前，吉林市教育局依據相關法規，責成高新區芳林幼
兒園停止辦學，並依法吊銷其執照。同時，公安機關已對嫌
疑人採取了強制措施。吉林市政府一位負責人告訴記者，他
們將繼續組織醫療專家組對涉事幼兒進行體檢，妥善做好各
項善後處置工作。

該負責人介紹，除了芳林幼兒園還開設有3個幼兒園，
公安機關的調查情況也擴展到這3個幼兒園，並組織全體幼
兒園小朋友進行體檢。

此外，安排教育局對高新、豐滿區的幼兒園情況作了調
查，並作了芳林幼兒園的分流方案，正在和家長溝通，保證
他們的入園需求。

吉林餵藥幼園遭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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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近期暴力及恐慌事件
時間

3月15日

3月14日

3月14日

3月1日

地點

廣東廣州

湖南長沙

四川成都

雲南昆明

事件

天河區一家服裝批發市場內，一名小偷被發現後高呼 「砍人了」 ，導致民眾恐
慌逃避。同一天，荔灣區有民眾因糾紛發生繼而有肢體衝突，致民眾恐慌

長沙市一菜市場內，兩名維吾爾族攤販糾紛引發互毆，1人被對方砍死，歹徒
逃跑過程中砍傷4名群眾，2人當場致死，另外2名傷者經搶救無效死亡

商業區春熙路附近一家商場部分員工誤信火災險情紛紛湧出商場奔逃，隨後網
絡上有人刻意編造恐怖信息，多家商場內數以百計的購物者突然逃跑

三男兩女進入當地火車站廣場和售票大廳突然對人群進行砍殺，造成29人死亡
、143人受傷。作案人員4人被當場擊斃，1人（女）被當場抓獲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十六日報道：16日凌晨
成都市公安局在其官方微博 「平安成都」上發布消
息通報了3月14日春熙路恐慌事件相關情況，對涉
嫌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的李某某、謝某某
和陳某某依法進行了處理。其中，李某某因涉嫌編
造虛假恐怖信息，該不實信息被點擊瀏覽10餘萬次
並大量轉發，被成都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3月14日16時14分，錦江區上東大街某商場部
分員工因誤信火災險情紛紛湧出商場奔逃。同時，
網絡上不法分子刻意編造不實信息，製造恐怖氣氛
，加劇了事態升溫，進而引發商場周邊不明真相的
群眾以訛傳訛，恐慌情緒進一步蔓延，並迅速波及
到春熙路商圈，引起街面混亂，造成惡劣影響。

接到報警後，成都市、錦江區兩級公安機關立
即啟動相關應急預案，並迅速調集警力趕赴現場進
行處置。經警方對事發現場及周邊仔細巡查、走訪
，發現並未發生過任何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成都
警方第一時間通過 「@平安成都」和 「@平安錦江
」官方微博及時闢謠，事發現場及周邊很快恢復了
正常秩序。

成都恐慌造謠者被拘

▲新疆烏魯木齊50餘名社區巡邏隊員14日來到特警隊訓練，特警隊員演示如何快速制服手持
兇器的 「歹徒」 中新社

▲喀什特警15日舉行首個警營開放日活動
，向市民展示了訓練內容 新華社

▲濟南特警進校園教授 「一招制敵術」
中新社

烏魯木齊

喀什

濟南

▲14日發生的長沙砍殺事件中，特警持槍維持秩
序 中新社

▲湖北黃石第二醫院發生人為縱火，已致4人死亡
中新社

五位領導人題詞
毛澤東： 「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

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
鄧小平： 「為把我軍建設成為一支強大的現代化

正規化革命軍隊而奮鬥。」
江澤民： 「政治合格 軍事過硬 作風優良 紀

律嚴明 保障有力。」
胡錦濤： 「忠誠於黨 熱愛人民 報效國家 獻

身使命 崇尚榮譽。」
習近平： 「努力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

優良的人民軍隊。」

▶1月底
啟用的嬰
兒安全島
將暫停使
用
網絡圖片

長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