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

2019.11.13
星期三

责
编

王
萌

版
式
詹
红
霞

观
天
下

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野火肆虐，已造成3人死亡
首次面临最高级别火警

悉尼严阵以待
澳大利亚最大城市悉尼12日面临“灾难”级

别的火灾风险，当地官员呼吁居住在高风险地区
的市民抓紧撤离，消防部门严阵以待。

澳大利亚东部连日野火肆虐，已造成3人死
亡、至少150处房屋烧毁。政府部门10日发布预
警，大悉尼地区面临最高级别的“灾难性”火灾风
险。这是澳大利亚2009年实施新的火灾风险等级
以来，大悉尼地区首次面临这一级别的风险预警。

悉尼12日气温预计最高可达37摄氏度，同时
伴有强风，这令悉尼面临“前所未有的”火灾风险。

悉尼所属的新南威尔士州州长格拉迪丝·贝
丽吉克莲在悉尼通过媒体告诉民众：“无论你身在
何处都要保持警惕，做好最坏的准备，我们不能大
意轻敌。”

悉尼人口超过500万，是澳大利亚最大城市，
城区被大片的灌木林区包围。由于过去几个月干
燥少雨，这些树丛异常干燥。

新南威尔士州和昆士兰州11日宣布进入紧
急状态，为期7天。11日下午起，广播电台和电视
上每小时播放一次紧急状态警示。新南威尔士州
农村消防局局长沙恩·菲茨西蒙斯提醒民众提前
转移，“不要等火烧到后院才着急”。

超过100所学校将临时关闭。卫生部门官员
警告民众，受强风和北面仍未扑灭的野火影响，新
南威尔士州全州空气质量可能持续变差。

据新华社

北京市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李士祥受贿案一审宣判

新华社长春11月12日电 2019年 11月12
日上午，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北
京市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李士祥受贿一案，
对被告人李士祥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六百万元，对李士祥受贿所得财物
予以追缴，上缴国库。李士祥当庭表示服从法院
判决，不上诉。

经审理查明，2001年至2013年，被告人李士
祥利用担任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区长、中共北
京市朝阳区委书记、中共北京市委常委、秘书长、
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
单位和个人在取得土地、推进拆迁、调整规划、项
目推广、职务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并利用职
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
职务上的行为，为相关单位获取融资提供帮助，直
接或通过其近亲属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及个人给予
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8819.284万元。

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李士祥的
上述行为依法构成受贿罪。李士祥受贿数额特别
巨大，鉴于其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
首；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有
重大立功表现；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已
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
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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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在公安系统的妻子沈菊英的印象中，老
蔡是个牙刷用到毛快掉光了也舍不得换，却总是
冲在重特大案件现场最前面、不破案不归家的“工
作狂”，家属每天都要为此做好“思想准备”。

1995年2月25日下午，有情报称，一个被监
控多时的犯罪团伙在长沙坡活动，蔡笃强便带领
侦查员们开展抓捕工作。长沙坡4号在一个深巷
里，地形异常复杂。民警赶到时，该犯罪团伙主要
疑犯洪振全正在一个公用电话亭内打电话，两名便
衣侦查员跟了过去。此时，洪振全感到不妙，想夺
路脱逃，侦查员邢孔豪、王光生、孙其标上前将其围
住。洪振全拒捕，蔡笃强见状快步冲了上去。丧心
病狂的洪振全猛地掏出藏在上衣兜里的手枪。为
了保护战友和周围群众的安全，蔡笃强扑了过去。
洪振全疯狂地射击，蔡笃强先后被击中胸部和下
腹。中枪后，他仍猛地夺下歹徒还想继续射击的手
枪，与战友一起将其擒获。之后，蔡笃强被送往医
院抢救，但终因流血过多牺牲，时年45岁。

1995年7月14日，蔡笃强被公安部追授全国
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同年12月，海南省
人民政府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据新华社

蔡笃强：
战至生命最后一息的椰城卫士

蔡笃强，生
于1950年，海南
省琼海人，1991
年进入海口市公
安局新华分局
（现龙华分局）任
副局长兼刑警大
队大队长，二级
警督。

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国务院
港澳事务办公室新闻发言人杨光于12
日就香港暴徒当街淋烧普通市民的罪
恶行径发表谈话，对暴徒予以最强烈的
谴责，要求尽快缉捕凶犯，依法惩处。

杨光说，11月11日下午，在香港
马鞍山地区一座天桥上，一群暴徒因不
满一名57岁市民反对他们的破坏活动
而与其发生口角。在对该市民进行殴
打之后，暴徒竟然向其浇淋易燃液体并
点火焚烧，导致该市民瞬间成为“火
人”，全身大面积严重烧伤，生命危殆。
这种光天化日之下杀人放火的行径骇
人听闻、灭绝人性，是对法律底线、道德
底线、人类文明底线的严重践踏。我们
对此表示极大愤慨和强烈谴责，对受害
市民及其家属表示深切慰问。

杨光表示，暴徒的行为天理不
容。我们绝不能任由暴力在香港肆
虐，绝不能让“反中乱港”分子的图谋
得逞。我们坚决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警队和司法机构采取更有力、更
果敢、更有效的行动严惩违法犯罪行
为，止暴制乱、恢复秩序，保护香港居
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还香港以安定，还
民众以安宁。

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外
交部发言人耿爽12日表示，对于
香港发生的蒙面人袭警被警察击
中事件，警方完全是在依法处置，
美英方面就此发表的相关言论再
次暴露出其是非不分和虚伪面
目，他们的口头正义也再次暴露
出其双重标准和别有用心。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据报道，11日，美政府不具名高
官称，美方谴责香港最新暴力事件
中不合理使用致命武力的行为，香
港警方和市民都有责任降低和避
免暴力冲突。英国首相府称，敦促
各方保持冷静和克制，英首相支持
和平抗议的权利，希望香港当局找
到解决问题的途径。中方对此有
何回应？

耿爽说，对于香港11日发生
的蒙面人袭警被警察击中的事
件，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和香港警

方已经作出了回应。
他说，大家通过视频可以看

得很清楚，暴徒袭警在先，警方完
全是在依法处置，孰是孰非，一目
了然。无论在世界任何国家，抢
夺警察的枪械，攻击正在执法的
警察，威胁正在执法警察的人身
安全，都是绝对不被允许的，也必
然会受到警方的强力反制。

“我想问问美国和英国的官
员，类似的事件发生在美国和英
国时，他们的警察是如何处置
的？”耿爽说。

他说，同样在11日，在香港
还发生了一起暴徒将一名公开表
达反对意见的平民点燃的事件，
这种令人发指的行为在广大香港
市民当中引起了恐慌和担忧。如
果美英真像他们所称的那样反对
暴力、呼吁克制，他们为什么不对
这种攻击普通平民的行为予以严

厉谴责？
“发表上述言论的美国政府

官员不具名，恐怕是自己都不好
意思具名发表这样的言论吧？美
英此次的貌似公允再次暴露出他
们的是非不分和虚伪面目，他们
的口头正义也再次暴露出他们的
双重标准和别有用心。”耿爽说。

耿爽重申，止暴制乱、恢复秩
序是当前香港最重要的任务，也
是香港社会各界最广泛的共识和
最强烈的呼声。中国中央政府坚
定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维护社
会秩序和保护市民安全。香港事
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政府、
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干预。“我们敦
促美英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在涉
港问题上谨言慎行，停止以任何
形式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
政。”

外交部：
美英涉港言论再次暴露出其双重标准和别有用心

莫拉莱斯赴墨西哥避难
在社交媒体发消息：我会回来
辞任玻利维亚总统的埃沃·莫拉莱斯11日前

往墨西哥政治避难。
这名南美洲在任时间最长的左翼总统下台

后，国内骚乱并没有平息，警方已经请求军方介入
维持秩序。

墨西哥外交部长马塞洛·埃布拉德11日在记
者会上说：“几分钟前，我接到埃沃·莫拉莱斯总统
的电话。他回应我们的提议，正式请求到我们国
家政治避难。”

埃布拉德说，外交部与内政部磋商，继而决
定，以“人道主义理由”向莫拉莱斯提供庇护。

秘鲁外交部11日晚上发表声明，说秘鲁方面
批准接莫拉莱斯避难的墨方飞机通过秘鲁领空并
落地加油，那架飞机当地时间18时30分从秘鲁起
飞，前往玻利维亚。

大约21时30分，莫拉莱斯在社交媒体“推特”
发消息，证实他将去墨西哥避难。“我正前往墨西
哥。感谢那些兄弟们接受我避难、保护我的生命
安全，”他写道，“因为政治原因离开这个国家，让
我痛心。但是我会时刻关注（玻利维亚局势）。我
很快会怀着更强大的力量回来。”

埃布拉德随后证实莫拉莱斯登机并飞往墨西
哥。

除莫拉莱斯，20名政府官员和议员10日进入
墨西哥驻玻利维亚使馆避难。埃布拉德11日说，
避难人数增加“许多”。 据新华社

国务院港澳办新闻发言人：

对香港暴徒当街淋烧普通市民
的罪恶行径予以强烈谴责

暴徒的行为天理不容。我
们绝不能任由暴力在香港肆
虐，绝不能让“反中乱港”分子
的图谋得逞。

我们坚决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警队和司法机构采取更有力、更果敢、更
有效的行动严惩违法犯罪行为，止暴制
乱、恢复秩序，保护香港居民的生命财产
安全，还香港以安定，还民众以安宁。

这种光天化日之下杀人放火的行径
骇人听闻、灭绝人性，是对法律底线、道
德底线、人类文明底线的严重践踏。我
们对此表示极大愤慨和强烈谴责，对受
害市民及其家属表示深切慰问。

7岁女孩被男同学往眼里强塞小纸片
校长一句“孩子间的玩闹”引起众怒

防校园欺凌，眼里容不得沙子！
有句俗话说：眼睛里揉不进半粒沙

子，但是，河南许昌禹州的李女士突然
发现，女儿小花（化名）的眼睛里会时不
时冒出一些小纸片，小纸片加起来竟至
少有几十片之多。

7岁的小女孩小花，在当地磨街乡
大涧学校小学读二年级。她哭着告诉
妈妈，纸片是被班上的男孩强行塞进眼
睛里的。

然而，校长在回应这件事时承认了此
事，但称这是“孩子间的玩闹，没有恶意”。

一句“玩闹”，在网上引起热议。网
友纷纷表示这样的态度令人气愤：“如
果是他的孩子，还会这样说吗？”“就因
为年龄小，就可以放任了吗？”

11月12日，当地通过微博“禹州发
布”，公布了关于禹州市磨街大涧学校
意外事件调查处理结果。通报中称，针
对此次事件，我们将深刻吸取教训，举
一反三，认真开展全市校园安全教育活
动，进一步增强学生对意外事故危险性
的防范和认识，坚决杜绝此类现象发
生。同时，对磨街镇教育总支书记进行
约谈，责令该校校长和该班班主任写出
深刻检查，并全市通报。

眼里不断冒纸片
小女孩妈妈心如刀绞
据媒体报道，小花今年7岁，刚上

小学二年级，在河南禹州市大涧学校就
读。从9月29日至今，家人带着她多次
前往医院就诊，从她眼睛里取出多达几

十张的小纸片。
眼睛里怎么会莫名巧妙地冒出这

么多小纸片呢？
据小花的母亲李女士说，女儿曾哭

着告诉她是学校里的男同学干的。中
午吃过午饭进教室后，有两名小男生按
住她，另外一名男生负责往她眼睛里塞
纸片，都是作业本纸。

看到女儿遭受了这么大的罪，李女
士心如刀绞。令李女士最痛苦的是，目
前女儿视力严重下降，未来孩子视力会
不会进一步变差？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校长回应引众怒
网友：确定只是“玩闹”？
而学校的王校长也承认，9月 28

日，确实有孩子往李女士女儿的眼睛
里塞了纸。但是校长同时表示：七八
岁的小孩他们也没有恶意，就是在一
起玩闹。

事件在网上传播开后，引发了网
友热议。不少网友在心疼女孩的同
时，也对校长“没有恶意”的解释表示
无法理解。

“我心飞翔”：作为校长，轻飘飘来
一句“没有恶意”“玩闹”，完全不把学
生的身心健康放在眼里，更像是推诿
和不负责任。

“速速来迟”：确定只是孩子间“玩
闹”？简直不可理喻。小时候就这么
坏，长大了更不好管了。这校长好不
负责。

12日，当地公布关于禹州市磨街大
涧学校意外事件调查处理结果。

禹州市教育体育局表示，受害女生
系磨街乡大涧学校小学二年级学生小
花（化名）。9月28日中午午饭后，课外
活动期间，在与同学们戏耍玩闹时，本
班学生小强（化名）和小冬（化名）按住
女童胳膊，本班学生小刚（化名）向其眼
睛里塞纸片，对小花同学造成了伤害。

事情发生后，磨街乡教育党总支及
磨街大涧学校立即全力以赴给小花进
行治疗，并及时与涉事学生家长联系。
班主任李老师陪同学生及学生家长，先
后去禹州市光明医院、人民医院做了眼
部彩超检查，结果为“双眼玻璃体内未
见明显异常回声”，其中治疗费用由小
刚家长承担，并赔偿了误工费用。

9月30日—10月10日，家长发现小花

眼睛仍有纸屑出来，10月11日—10月14
日小花家长又领其到禹州市医院作进一
步检查，10月15日在禹州市人民医院办
理住院手续，在禹州市人民医院住院期
间，学校先后安排两名老师全程陪护，磨
街乡教育总支及学校垫付了治疗费用。

10月24日，小花在住院期间偶尔出现
眼部不适现象，家长要求去北京检查治
疗。10月25日，学校安排一名老师陪同小
花家长带孩子到北京同仁医院，先后有医
生、专家、特需专家检查，得出结论：眼睛
里已经没有纸片和症状，可以回家。在北
京治疗期间所有费用由学校垫付。11月
12日，在确定小花同学眼睛没有异常情况
的基础上，经几方协商一致，各自按照应
当承担的责任签订了赔偿协议。

禹州市教育体育局表示，针对此次
事件，教体局将深刻吸取教训，举一反

三，认真开展全市校园安全教育活动，
进一步增强学生对意外事故危险性的
防范和认识，坚决杜绝此类现象发生。
同时，对磨街镇教育总支书记进行约
谈，责令该校校长和该班班主任写出深
刻检查，并全市通报。

此外，要求涉事学校进一步完善安
全管理制度，强化监管，堵塞漏洞。同
时，加强对涉事同学的心理疏导，避免
出现二次伤害，确保健康成长。

第三，将进一步强化家校沟通，学校
及老师对受害者家长赔礼道歉，肇事学生
家长对受害方家长当面赔礼道歉，并取得
了受害方家长的谅解，学校对涉事家长进
行了严肃批评教育，要求涉事家长加大对
孩子的安全教育和监管力度，鉴于涉事学
生比较年幼，以批评教育为主，不断提高
各方的安全意识，形成安全监管合力。

当地公布调查结果：
鉴于涉事学生比较年幼，以批评教育为主

本组稿件综合人民日报
客户端、央视、澎湃新闻等

眼睛被强行塞入纸片的女孩小花。图据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

立 | 即 | 评

@新华网：
只是玩闹？

校园霸凌岂能
这样轻轻放下？
禹州7岁女孩遭校园霸凌

眼里被塞纸片数十张，校长却
回应只是孩子间的玩闹！眼
睛里进了颗沙子，尤痛苦难
言，被强塞纸片，那是怎样的
危害？！可气的是校长轻飘飘
的言语，“站着说话不腰疼”的
态度。校园霸凌就在我们身
边，原因也非常复杂，但只一
句，玩笑需有限度，校园霸凌
不可纵容，轻轻放下往往导致
恶果更甚！

@中国妇女报：
玩闹？

“年纪小”从来
都不应该成为“护身符”

一句轻描淡写的“闹着
玩”，无疑有推卸责任之嫌，让
人不寒而栗！对校园欺凌萌
芽的漠视和纵容，只会成为校
园霸凌的“助推器”。我们常
说零容忍，就是要让哪怕再小
的恶都付出应有的代价，就算

“年纪小”也应受到应有的惩
戒。没有约束和惩治的恶行，
只会变本加厉。改变逃避态
度和侥幸心理，校园霸凌才能
早日“归零”。童年构成人生
底色，它该被爱照亮，而不是
被恐惧笼罩。

@人民日报：
防校园欺凌，

眼里容不得沙子！
“这只是玩闹”“没有啥恶

意”……校长越轻描淡写，越
反衬出推卸责任。校园欺凌
并非忽然生成，如果熟视无
睹，不掐掉欺凌苗头，如果明
明看到了欺凌还无动于衷，刻
意为其开脱，就是催化欺凌。
防校园欺凌，眼里容不得沙
子，也容不得纸片！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对2020年度
印刷辅料中橡皮布、报用洗车水项
目进行公开招标，现邀请符合招标
项目要求的投标单位参加投标。

1、投标人资格要求
1、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

册，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有效的
营业执照；

1、2供应商应是生产厂家或代
理经销商（需生产厂家授权）;

1、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1、4投标人可同时对两个标段

投标。

2、领取招标文件的时间和地点
2、1请于2019年11月13日至

2019年11月19日（周末除外）每日
上午9：00时至11：30时，下午14：
00时至17：00时（北京时间，下同）
在四川日报报业集团（成都市红星
路二段70号四川传媒大厦12楼B
区 集 团 总 经 办 廖 女 士 ，电 话
028-86968193）领取。

2、2招标文件费用：无。
2、3领取招标文件时须携带投

标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盖鲜
章）、领取人身份证原件、法定代表

人授权委托书原件（盖鲜章）；如果
是法定代表人前来领取，只需提供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盖鲜章）、本
人身份证原件。

3、发布公告的媒介：华西都市
报及四川在线

4、联系人：廖女士
5、地址及联系电话：
成都市红星路二段70号四川传

媒大厦12楼B区集团总经办，电话
028-86968193。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2019年11月13日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2020年度印刷辅料招标公告

经中国银保监会四川监管局批准，以下机构终止营业，
现予以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红星支行
机构编码：B0008S251010006
许可证流水号：00558555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19年10月15日
机构地址：成都市锦江区天仙桥北路12号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受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委托，指定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天府支行(营业地
址：【成都市锦江区人民东路38、40、42号】)承接红星支行业
务。详询华夏银行客服热线95577。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2019年11月13日

关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红星支行终止营业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