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市公司兴业矿业的子公司
银漫矿业在2月23日发生重大安
全事故，截至25日0时已造成21
人死亡。

兴业矿业的实控人为内蒙古
赤峰首富吉兴业，2018年上半年，
银漫矿业为兴业矿业贡献了约
66%的净利润。早在2016年兴业
矿业对银漫矿业的收购，就曾因后
者发生冒顶事故险被中止。

国内最大白银生产矿山
兴业矿业的财报介绍，银漫矿

业以铅锌银矿和铜锡银锌矿蕴藏
为主，含银量较高、矿产品位较高，
为国内最大单体银矿，也是国内最
大白银生产矿山。按照年采选白
银193吨的开采能力，银漫矿业可
以运行超过30年。

在2016年年底被兴业矿业收
购前，银漫矿业的大股东是内蒙古
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兴
业集团”），兴业集团也是银漫矿业

现在母公司兴业矿业的控股股东，
目前兴业集团持有兴业矿业
29.61%的股份。

而兴业集团的大股东，也就是
兴业矿业的实际控制人名叫吉兴
业。在“胡润百富榜”上，现年60岁
的吉兴业以45亿人民币的财富排
名第902位，同时也是内蒙古赤峰
的首富。

2017年全年，兴业矿业营收为
21.11亿元，同比增长143.90%，净
利润同比增长了 1004.33%。其
中，银漫矿业的营收就达到了
10.39 亿元，贡献净利润 4.67 亿
元。凭借银漫矿业，兴业矿业一举
成为国内白银龙头企业。

收购险因安全事故中止
兴业矿业对银漫矿业的收购

历时两年、一波三折，2016年曾差
点因银漫矿业的安全事故而中止
收购。

2016年6月下旬，彼时的交易

标的银漫矿业的施工单位，浙江中
矿建设集团驻银漫矿业三区项目
部，在白音查干东山矿区铜铅锡银
锌矿三区1号竖井施工过程中，发
生一起冒顶事故，造成1人死亡。

2016年7月中旬，兴业矿业子
公司唐河时代发生安全事故。温
州建设集团矿山工程有限公司驻
唐河时代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项目
部，在主竖井作业时发生一起安全
事故，造成4人死亡，1人轻伤。

2016年8月中旬，兴业矿业发
布公告称，由于银漫矿业发生安全
生产事故且尚未收到明确处理结
论，公司决定向中国证监会申请中
止审查本次行政许可项目。

2016年8月中旬，银漫矿业收
到西乌旗政府下发给西乌旗安监局
的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原则同意
结案。兴业矿业公告称，将及时申
请恢复本次行政许可项目的审查。

三个月后，兴业矿业顺利收购
银漫矿业。

05

2019.2.25
星期一

责
编

刘
卓

版
式

刘
丹
阳

校
对
张
晓

观
天
下

报料热线
028-86969110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3月1日，四川爱乐乐团将在成都
ICON·云端 天府音乐厅 举办《庆祝共
和国70华诞系列音乐会——经典协奏
曲》；

3月21日至22日晚，四川歌舞大
剧院将演出孟京辉最新戏剧作品《关
于爱情归宿的最新观念》；

3月29日晚，绵阳绵州大剧院将举
办《“卡农Canon In D”永恒经典名曲
精选音乐会》；

3月29日至31日晚，成都大喜时
代剧场将演出饶晓志的严肃绅士喜剧
《你好，打劫》；

4月19日晚，成都特仑苏音乐厅
将举办《四月是你的谎言》——“公生”
与“薰”的钢琴小提琴唯美经典音乐
集；

4月21日晚，成都特仑苏音乐厅
将举办《闪闪的红星》经典红色主题试
听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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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天有分散性小雨
偏北风1- 3级

成都（16时） AQI指数 79 空气质量 良
优：康定、马尔康、攀枝花、西昌、广元、巴
中、遂宁、资阳
良：广安、雅安、达州、绵阳、德阳、南充、泸
州、乐山、眉山、内江
轻度污染：自贡 中度污染：宜宾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58—88 空气质量等级：良
全省区域
成都平原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大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东北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北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25日空气质量预报

24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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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2月24日开奖结果

锦绣四川
好戏连台

内蒙古将依法依规
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记者从24日召开的内蒙古自治
区锡林郭勒盟“2·23”重大事故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内蒙古自治区已成立调
查组，着手开展事故调查，将彻查有关
方面的责任；对事故中的伤者正在进
行全力救治。

据锡林郭勒盟委副书记、盟长
霍照良介绍，内蒙古自治区已成立
由政府常务副主席任组长的“2·23”
事故调查组，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
和责任，不放过任何一个环节、任何
一个细节，彻查有关方面的责任。
根据事故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对相
关责任人做出处理，同时，还将通过
媒体及时向社会公布调查结果。

霍照良还介绍，截至目前，事故
已造成21人死亡，29名受伤者正在
医院接受全力救治。他说，所有受
伤人员，已在锡林郭勒盟医院、锡林
郭勒盟蒙医医院安排救治。

上述2家接诊医院迅速启动重
大事故灾难紧急医疗救援应急预
案，调集专家开展会诊和救治，对每
一位伤员逐一制定治疗方案，实行
一名伤员一医一护精准治疗。同
时，安排心理医生对伤员进行心理
疏导，并及时与内蒙古医院开通远
程会诊。

内蒙古自治区派驻的第一批专
家组，已于23日19时30分抵达，并
开展相应工作；第二批专家组也将
到位。目前，伤员的救治工作正在
进行中。

霍照良说，已对每一位遇难者
家属建立一对一沟通工作小组，疏
导情绪，“我们将及时向家属通报有
关情况，与家属真诚沟通，妥善处
置。”

新华社北京2月24日电 受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委托，2016年中国建筑
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在现行《住宅建
筑规范》的基础上，牵头承担了《住宅
项目规范》的起草任务。中国建筑科
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组织国内14家建
筑设计、施工、研究、高校等单位组成
起草组，经过两年多的研编，目前已完
成了《住宅项目规范（征求意见稿）》。
2019年2月18日，包括该规范在内的
38项工程建设规范一并公开征求社会
意见。

《住宅项目规范（征求意见稿）》公
布后，其中第2.4.6条“住宅建筑应以
套内使用面积进行交易”受到广泛关

注。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24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对该条进行了解答。

该负责人说，“住宅建筑应以套
内使用面积进行交易”这一条款的提
出，主要考虑是从技术角度规范住宅
面积的计算规则。在规范起草过程
中，对国际国内住宅面积计算做法进
行调研，按套内使用面积计算是国际
通行做法，而我国住宅面积计算方式
主要采用建筑面积或套内建筑面
积。按照《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标准
化工作改革方案的通知》中“提高标
准国际化水平”要求，为了提高我国
工程建设标准与国际通行做法的一

致性程度，此次规范征求意见稿中拟
将住宅交易的面积统一按套内使用
面积计算。

该负责人说，这一做法可以解决
两个方面问题：一是解决套内建筑面
积相同而住户使用面积不同的问
题。由于我国地域差异大、住宅结构
类型多等因素，造成住宅墙体厚度不
同，导致套内建筑面积相同的情况
下，而套内实际可使用面积不同。二
是解决住户使用面积不透明的问
题。按套内使用面积进行计算易于
住户自行测量，实现“所见即所得”。
而按套内建筑面积计算，在没有专业
支撑的情况下难以做到。可以说，从

技术角度明确按套内使用面积交易，
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消费者权益的保
护。

该负责人说，标准公开征求意见
是标准化法规定的必要程序，对提高
标准的科学合理性十分重要。《住宅
项目规范》涉及到人民群众切身利
益，对此次征求意见收集到的意见和
建议，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一定会高度重视，认真对待，深入分
析研究，加强协调沟通，修改完善相
关内容，并做好进一步征求意见和专
家审查，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进行政
策性、完整性、适用性和技术水平审
核把关后，按程序批准发布。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
勒盟中心血站获悉，经过24日当
天13个小时的连续采血工作，锡林
浩特市共有355人成功献血，献血
总量逾10万毫升，能够满足“2·23”
重大事故伤者救治用血的需要。

由于救治事故伤者导致用血
量大增，锡林郭勒盟中心血站库存
已低于血站警戒线，23日深夜，该
中心对外发布了号召广大市民献
血的消息。24日一早，锡林郭勒

盟中心血站的2个献血点门前就
排起了长队，广大市民清晨冒着零
下10多摄氏度的严寒，前来为事
故伤者献血。

锡林郭勒盟中心血站献血服
务科科长孙玉宝介绍，24日他们
从早上8时采血到晚上9时，连续
13个小时共有355人成功献血，献
血总量达101700毫升。他说：“市
民们的无偿献血已经足够救治伤
员使用。”

近日，江苏省对金湖县黎城卫生
院过期疫苗事件进行了彻查严处。经
调查确认，这起事件是因当地政府主
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主管部门监管不
力、接种单位管理混乱、工作人员违规
操作造成的一起严重责任事故。

事件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和江
苏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省委常委
会、省政府专题会议对调查处置工作
及时进行研究部署，省政府建立工作
专班，并派专项工作组进驻金湖，查明
情况、指导处置、督促整改。坚持把儿
童健康放在首位，组织省级专家组对
145名已接种过期疫苗的儿童全面开
展医学观察、进行体检、安排补种，未发
现与疫苗直接相关的异常健康情况。

在省市专家组现场指导下，对黎
城卫生院预防接种门诊进行全面整顿，
目前该院已重新开诊，现场秩序良好。

这起事件的相关责任单位和33
名责任人被严肃问责。

其中，淮安市副市长顾坤、市卫生
健康委主任孙邦贵受到政务警告处
分，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吴云生受到
政务记过处分；

金湖县委书记张志勇、县长徐亚
平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副县长高
昌萍受到政务降级处分；

淮安市、金湖县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和疾控、卫生监督等机构相关负责
人分别受到相应党纪政务处分；

金湖县医院集团发展中心主任、

黎城卫生院院长汪泓涉嫌职务犯罪，
目前采取留置措施；

黎城卫生院原副院长刘志兵等6
名直接涉事人员分别受到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刘志兵等2人已经移
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根据江苏省委、省政府的决定，责
成金湖县政府向省政府、淮安市政府
作出深刻检查，责成淮安市政府、省卫
生健康委向省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针对此次过期疫苗事件暴露出的
问题，江苏省委、省政府要求各地各有
关部门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全面
排查，彻底消除各类隐患。

1月中旬省政府办公厅下发紧急
通知，在全省开展疫苗安全隐患专项检

查整治，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通过
自查、互查、督查等方式，对疫苗生产、
流通、采购、接种等各环节进行彻底排
查整治，做到全链条、全过程、全覆盖，
确保措施落实无死角、监管防控无死
角、过期疫苗药品回收销毁无死角。

目前，江苏正在抓紧制定出台改
革完善疫苗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进
一步强化地方政府、监管部门和相关
单位的责任，不断加强疫苗接种单位
规范化建设，健全完善疫苗安全责任
制和长效管理机制。同时，着力抓好
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坚决守住食品药
品和疫苗质量安全底线，全力维护人
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综合人民日报、扬子晚报

记者从24日早晨召开的内蒙古
自治区锡林郭勒盟“2·23”重大事故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此次事故死亡
人数已增至21人。

据锡林郭勒盟委副书记、盟长
霍照良介绍，23日上午8时20分左
右，西乌珠穆沁旗银漫矿业有限公
司通勤车往井下运送工人，车辆失
控，撞上辅助斜坡巷道，造成重大运
输安全事故。截至目前，事故已造
成21人死亡，其中新增1人为24日
凌晨3时19分去世，29名受伤者正
在医院接受救治。

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事故
现场清理工作基本完成。

据央视新闻报道，此次事故已
造成21人死亡，其中15人当场死
亡，1人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4人在
医院救治过程中死亡，1人于2月24
日凌晨死亡，其余29名伤者正在接
受救治。

“住宅建筑应以套内使用面积进行交易”

权威专家回应：可解决两个问题

33人被问责！江苏严肃处理金湖过期疫苗事件

通勤车井下失控 撞辅助斜坡巷道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2·23”重大事故
已致21人死亡

起底银漫矿业
国内最大单体银矿 曾多次发生事故

本组稿件综合新华社、
央视、澎湃新闻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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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小时，10万毫升！
内蒙古锡林浩特市民无偿献血助力伤员救治

24日，内蒙古锡林郭勒边境管
理支队民警在献血。

7 星 彩 第 19021 期 全 国 销 售
11320942元。开奖号码：2508750，一
等奖0注；二等奖7注，单注奖金42505
元；三等奖130注，单注奖金1800元。
2059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19048 期 全 国 销 售
14165782元。开奖号码：161。直选全
国中奖3324（四川218）注，单注奖金
1040 元；组选 3 全国中奖 5227（四川
347）注，单注奖金346元；组选6全国
中奖0注，单注奖金173元。1078万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9048 期 全 国 销 售
10243672元。开奖号码：16170。一等
奖71注，单注奖金10万元。2.12亿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19024期全国销售
22287150 元 。 开 奖 号 码 ：
31303033330013，一等奖全国中奖 9
（四川1）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19024期全国
销 售 ：18711404 元 。 开 奖 号 码 ：
31303033330013，全国中奖1959（四川
119）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027
期全国销售 86878 元。开奖号码：
133113000013，全国中奖0注。

足球4场进球第19029期全国销
售619704元。开奖号码：21112013，全
国中奖10（四川0）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4
月25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
准。

2月23日拍摄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银漫矿业有限公司井下车辆事故现场。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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