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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23日从国务院江苏响水天
嘉宜化工有限公司“3·21”特别重大
爆炸事故调查组了解到，此次爆炸事
故中，一些地方和企业在改进安全生
产工作上不认真、不扎实，走形式、走
过场，事故企业连续被查处、被通报、
被罚款，企业相关负责人仍旧严重违
法违规、我行我素，最终酿成惨烈事
故。

在当日召开的国务院江苏响水
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3·21”特别重
大爆炸事故调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
中，应急管理部主要负责人指出，要
扎实细致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尽快查
明事故原因、严肃追究责任；要按照

“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
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客观
公正地对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进
行分析判断；要依法依规认真履行职

责，严格遵守事故调查纪律，加强对
调查组党员干部的监督管理。

这位负责人强调，各级党委政府
和领导干部要严格落实《地方党政领
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牢固
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决不能使化工园
区成为重大隐患的集中区、事故的多
发区；要严格危化品安全监管，提高
安全标准和准入门槛，强化危化品生
产、经营、储存安全监管，严防各类事
故发生；要加强和改进安全监管执
法，对重大隐患和典型违法行为公开
曝光，对问题突出的地区和单位及时
约谈并开展“回头看”；要全面排查整
改安全风险隐患，紧紧抓住危险化学
品、煤矿、非煤矿山、道路交通等重点
行业领域，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
大事故，使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得
到有力可靠保障。

截至23日7
时，事故已造成
64人死亡，救治
的伤员中危重21
人、重伤73人。遇
难的64人中，26人
已确认身份，38人
身份待确认，各方
报来的失联人员
有28人。

事故企业连续被查
企业负责人我行我素

这是事关617个生命的时间赛跑。
救护车上、急诊室里、手术台上、

重症室里……连日来，3500多名医护
人员、70多名医疗专家，争分夺秒抢
救伤员，与死神赛跑，尽最大努力防
止因伤致死致残。

惊心动魄
抢救的每一秒都很宝贵”

仪器的滴滴声、医生研究病情的
低语、护士记录的沙沙声……盐城市
第一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里，安静的
气氛中透着紧迫。事故发生以来，部
分医护人员至今还未回家，困了就在
值班室眯一会，没有固定饭点，抽空
扒拉一口就匆匆回到岗位。

“医生查看病情、出诊疗方案，护
士负责吸痰、口腔护理、病情观察、生
活护理等全方位照顾，每小时记录一
次情况。家属进不来，就把病人‘托付
’给我们了。”重症医学科护士长说。

为争取抢救时间，检查、评估、术
前准备、手术等交叉进行。“抢救的
每一秒都很宝贵，21日晚上我们科
室四台手术同时进行。”该院神经外
科主任医师万政强3天只睡了五六
个小时，眼含血丝却精神抖擞。

截至23日7时，盐城全市16家
医院共收治伤员617人。为了让每
一位伤员得到及时救治，医护人员全
力以赴。

众志成城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张：2、17；王：3、19；杨：1、8、
15、12”23日下午，盐城市第三人民
医院重症监护室，黑板上的一串数字
吸引了记者的注意。数字代表病人，
姓氏代表医生，一张黑板上记录了

“生命的托管”。
问起病患情况，医院重症医学科

副主任邹其银脱口而出：1号，多发
伤，主要为右上臂骨折，凝血功能障
碍；2号，脾破裂……

3天来，邹其银一直战斗在救治
岗位，困了就在值班室躺一会。23日
中午12时，他匆匆赶回家吃了两口
饭，换了件衣服，13时20分又赶到医
院救治伤员。

让邹其银感到欣慰的是，医院收
治的几十位伤员，目前生命体征平
稳，暂无生命危险。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邹其银
告诉记者，医院紧急动员了100多名
医护人员，腾空40余张专用床位，为
每一位伤员各配备一名医生和一名
护士，专家会诊制定个性化治疗方
案，无缝衔接整个救治环节，确保为
伤员提供最高水平的医疗服务。

为组织最强力量全力救治伤员，
国家卫健委23日再次派遣由3位院士
领衔的专家团队赴江苏盐城，为危重
症病人会诊，提出下一步治疗措施。

不仅挽救生命
更要增添希望”

作为第二批赶往响水的医护救
援力量，江苏省人民医院眼科医生张
薇玮、李健22日抵达响水，“好多人
都是在外地开学术会议，接到紧急通
知后，各自从所在地奔赴响水。”

“我们不仅要挽救伤员的生命，
更要给他们增添希望。”张薇玮告诉
记者，经过前期生命抢救之后，很多
伤员对眼睛损伤的关注度提升。一
方面，心理干预非常重要，尤其重点病
人要进行重点的心理干预。另一方
面，在情况允许下及早进行二期手术。

“目前工作重点逐步由急救期转
向恢复重建期。”江苏省疾控中心党
委书记朱宝立表示，下一步将对职业
人群、应急处置人员、周边居民的健
康状况进行评估。

截至23日记者发稿时，所有救
治的 617 个伤员中，已出院 23 人，
143人留治观察。通过治疗，重症人
员数量在下降。

3·21”响水天嘉宜公司爆炸事故

国务院“3·21”事故调查组：

死亡人数上升至64人

“3·21”响水天嘉宜公司爆炸事故
现场指挥部23日召开第二次新闻发
布会介绍相关情况：截至23日7时，事
故已造成64人死亡，救治的伤员中危
重21人、重伤73人。

盐城市市长曹路宝介绍，死亡的
64人中，26人已确认身份，38人身份
待确认，各方报来的失联人员有 28
人。由于化工企业生产过程中不能
携带手机，确认失联人员身份遇到困
难。现在通过家属等各方面报来的
情况确认了28名失踪人员。失联人
员数据与待确认身份人员数据可能
会有重复，现正通过与各方沟通、走
访以及DNA比对等方式确认遇难者
身份。

受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委
派，国务委员王勇率国务院有关部门

22日紧急赶赴江苏响水指导天嘉宜公
司“3·21”特别重大爆炸事故应急救援
工作，看望遇难者家属和受伤群众，慰
问抢险救援队伍。20时许，王勇抵达
后立即赶往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代
表党中央、国务院探望受伤群众，嘱托
医护人员全力施救。随后来到事故现
场，察看事故情况，详细了解救援进
展。23时，王勇在事故现场应急指挥
部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
导同志批示要求，听取江苏省、盐城市
和有关部门应急抢险救援情况汇报，
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23日，王勇前往响水县人民医院
看望伤员，再次赴事故现场研究后续
救援处置措施，并专程来到遇难者家
中慰问家属。

持续进行的环境监测
数据表明，目前各项检测
指标已处于正常范围内，
群众饮水未受影响。为防
止化工园区污水、现场救
援消防用水外流进入灌
河，已对新丰河、新农河、
新民支渠等入灌河河道采
取筑坝截控措施。目前，
筑坝拦水工作已完成。

响水县有关负责人介
绍，走访发现，爆炸造成化
工园外周边部分居民房屋
不同程度受损，其中有89
户房屋损毁较为严重，无
法修缮，其余受损房屋主
要是门窗损毁。目前已安
排对损坏较轻的房屋进行
修缮，对损毁严重的农村
平房准备实施拆除，将对
相关农户进行货币补偿，
或安置到新型农村社区。

遇难者家属安抚工作
也已开展。对已确认身份
的26人，善后小组已到响
水籍遇难者家中慰问相关
亲属，18名外省、市、县的
遇难者亲属也已逐一取得
联系。外地遇难人员亲属
正陆续赶往响水。

经排查，事故地附近
10所学校校舍门窗、玻璃
不同程度受损。目前已完
成所有门窗的测量和定制
工作，预计3月24日受损
门窗安装到位，确保25日
陈家港地区学校全部复
课。

现场特写

盐城市市长曹路宝介绍，此前，
现场已划分为13个区域、65个网格
开展了四轮网格化地毯式搜救。现
场指挥部本着“绝不放过任何一个
角落，不惜一切代价寻找失联人员”
的要求，22日夜，仍组织大量人员持
续连夜搜救，23日早晨，救援人员在
事故现场还发现并救出一名生还
者。另外，失联人员亲友咨询和联

系渠道已建立。联系地址为：响水
县 陈 家 港 派 出 所 ；联 系 电 话 ：
0515-86711125或15105101020。

另据现场发布的信息，截至目前
盐城全市16家医院共收治伤员617
人，其中523人轻伤，大部分为头部、
腹部、四肢等部位的擦划伤。另外已
出院23人，143人留治观察。通过治
疗，重症人员数量在下降。

严重违法违规
一些地方和企

业在改进安全生产
工作上不认真、不
扎实，走形式、走过
场，事故企业连续
被查处、被通报、被
罚款，企业相关负
责人仍旧严重违法
违规、我行我素，最
终酿成惨烈事故。

截至目前盐
城全市16家医
院 共 收 治 伤 员
617人，其中523
人轻伤，大部分
为头部、腹部、四
肢等部位的擦划
伤。通过治疗，
重症人员数量在
下降。

企业改进安全生产
不扎实走形式走过场事故调查

连夜搜救 救援人员23日早晨
发现并救出一名生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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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调查 伤者近况

为了617个
生命的赛跑
通过治疗，
重症人员数量在下降

据新华社罗马3月23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23日在罗马出席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举行的隆重
欢送仪式。

当地时间上午9时50分许，习近平和夫人彭
丽媛抵达总统府。两国元首亲切话别。习近平
感谢马塔雷拉总统和意大利政府的热情接待。
习近平指出，此访期间，我同总统先生等意大利
领导人进行了深入友好的会谈会见，加深了双

方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中意双方要进一步
密切高层往来，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
新台阶。

马塔雷拉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对意大利
的历史性访问取得圆满成功。我和主席先生进行
了坦诚深入、富有成果的对话，这对于促进意中两
国各领域合作十分重要。我愿同主席先生加强联
系，推动意中关系不断得到新发展。

习近平出席意大利总统举行的隆重欢送仪式

爆炸事故现场，救援队员展开搜救。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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