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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响水天嘉宜公司“3·21”爆炸事故
3 处着火的储罐和 5 处着火点已全部扑
灭。

事故发生后，国家、省、市、县立即启动
应急机制，消防、武警、卫生、供电、通信等
部门立即组织救援队前往响水， 相关人员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事故救援、秩序维
护等工作。 截至发稿时， 现场救援仍在继
续，医卫部门正在全力救治伤员，环保部门
实施 24 小时动态监测，力争将生态破坏降
至最低。

江苏省委省政府相关领导紧急赶赴响
水，指挥救援。国家应急管理部工作组也迅
速到达现场，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盐城
市第一时间组织了 41辆消防车、188名消防
员奔赴现场。几个小时后，江苏全省 12个市
消防救援支队，共 73个中队、930名指战员、

192辆消防车和 9台重型工程机械陆续赶来
支援。

截至 22 日 7 时，3 处着火的储罐和 5

处着火点全部扑灭。8 时 57 分， 爆炸核心
区域， 又有一名被困伤者从废墟中获救。

“要划分责任区，分队包干。不仅要在有生
命迹象的地方搜救， 还要在每一个可能有
人的地方搜一遍， 确保不留死角， 不落一
人！” 响水“3·21”事故救援指挥部相关负
责人说。

整整一夜， 响水县人民医院灯火通明，

不断有伤者运来。截至 22日下午 4时，共有
3500名医护人员、16家医院、90辆救护车参
与救治,接收医治伤员 640名。从上海、北京
等地赶来的重症医学、烧伤、神经外科、心理
干预专家正陆续赶来，加入救治生命的队伍
中来。 在响水县滨江路的采血点，21日深夜
仍有近 70名市民在等待献血。 采血点的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已有 200多位市民献血总
计 6万多毫升。

危化企业爆炸，令人担忧的还有次生灾
害。事故发生后，江苏省市县三级监测力量
持续开展现场应急监测，省生态环境厅抽调
了无锡、苏州、南通、连云港、扬州、泰州的
环境监测力量，对事故现场上风向、下风向
以及灌河下游、园区内河进行布点监测。同
时， 在爆点下风向敏感点对有机物开展走
航监测。

检测数据显示，大气环境中二氧化硫和
氮氧化物浓度呈逐步下降趋势，苯、甲苯、

二甲苯、 氯苯等污染物浓度均保持稳定达
标；水环境中污染物成分较为复杂，需进一
步检测分析。事故点下游无饮用水源地，群
众饮水安全不受影响。截至目前，爆炸事故
所在园区内所有企业已陆续停产， 园区与
外环境相连的全部闸坝关闭， 严防消防废
水进入外环境，环境质量信息实时更新。同
时，当地基层干部通过逐户排查，已经引导
3000 多名企业职工和陈家港镇的四港村、

六港村、 立礼村等近千名群众疏散到安全
区域。

（据新华社响水 3月 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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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战书会见美众议院代表团
合作是中美最佳的选择

据新华社北京 3月 22日电 （记者 伍岳）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 22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
美国众议院“美中工作小组”代表团。

栗战书说，今年是中美建交 40 周年。历史已
经证明，合作是中美双方最佳的选择。中美双方应
努力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拓展合作、 在相互尊重
的基础上管控分歧，积极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
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中国全国人大重视加强同美
国国会的往来，积极评价“美中工作小组”为推动
中美交流合作所作的努力， 希望两国立法机构相
向而行，为增进相互理解、促进互利合作作出积极
贡献。

韩正在生态环境部调研强调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22 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22日到生态环境部调研
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研究部署 2019年污染防治攻
坚战重点工作，听取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工作和长
江经济带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情况汇报。

韩正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
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认识生态环境保护
的重要性。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建设
生态文明的部署和要求，瞄准 2020年目标任务，坚
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韩正指出， 要持续推进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
气污染综合治理。 要切实抓好长江经济带生态环
境问题整改，加大处罚力度，重典治乱，形成有效
震慑，对新发现的问题要从严从重处罚，不见成效
决不收手。

李克强将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新华社北京 3 月 22 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22日宣布：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于 3月 28日应邀
出席在海南博鳌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 2019年年会
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老挝总理通伦、卢森堡首相贝泰尔、圣多美和
普林西比总理热苏斯、韩国总理李洛渊将应邀出席
年会。

科创板首批受理企业名单出炉
9家企业申请文件经上交所核对并要求补正后符合齐备性要求，被予以受理

本报讯 （记者 张杨）昨天，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系统（以下简称上
交所审核系统） 披露了首批受理企业名单。这
也意味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再进
一步，正式进入了审核阶段。未来 20个工作日
内，上交所将对企业进行首轮审核问询。审核
问询可多轮进行，时限为三个月，但回复审核
问询时间不计算在内。

截至 3月 22日 17时，上交所审核系统共
收到 13家公司提交的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申
请文件。

其中，晶晨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烟台
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天奈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江苏北人机器人系统股份有限公
司、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舰芯片制造

(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安翰科技（武汉）股份有
限公司、武汉科前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等 9家企
业申请文件，经上交所核对并要求补正后符合
齐备性要求，被予以受理。

而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福
光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贝斯达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等 4家于 3月
21日 21时后及 3月 22日提交申请的企业，齐
备性检查仍在进行中。上交所将按规定的程序和
要求，及时进行核对，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

上交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受理审核着
重对申请文件进行齐备性检查， 主要关注：申
请文件与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规定的文件目
录是否相符，文件签字或签章是否完整、清晰、

一致，招股说明书引用的中介机构报告是否在
有效期等。而从受理情况来看，的确存在一些

不符合齐备性要求的情形。比如招股说明书中
未按要求披露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规定
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相关情况，未提交信
息披露豁免申请所需的必备文件，申请文件签
字处缺少签名及文件命名不符合上交所相关
要求等。上交所就此一一发出补正通知，一次
性提出了补正要求。

此外，此次部分申请文件的内容尤其是招股
说明书，与证券监管机构制定的格式准则的要求
还存在一定差距。例如招股说明书简单照抄照搬
其他板块的文件模板，在结合科创板定位对公司
核心技术、行业地位、风险因素等作出针对性的
充分披露不够；发行人关于符合科创板定位的专
项说明、保荐人关于符合发行人科创板定位要求
的专项意见论述不够充分等。后续审核中，上交
所将通过审核问询，督促发行人和保荐机构完善

相关信息披露内容，保证信息披露质量。

该负责人同时建议，保荐人要准确把握勤勉
履责要求，切实提高执业质量。同时准确把握科
创板定位要求，优先推荐科创属性明显的优质企
业来科创板上市。此外还要准确把握发行上市申
请文件的内容与格式要求，切实把好申请文件的
质量关，避免为抢跑而粗制滥造甚至带病申报。

下一步，上交所将就发行上市申请文件提
出一轮或多轮问询，保荐人应及时、逐项回复
审核问询， 问询与回复将及时向市场公开。发
行上市申请文件存在重大疑问且发行人及其
保荐人、证券服务机构在回复中无法做出合理
解释的，可以按照规定启动现场检查。发行人
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保荐人、证券服务
机构及其相关人员涉嫌证券违法行为的，将依
法报中国证监会查处。

据新华社北京 3月 22日电 （记者 安蓓）中国
政府网 22日公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 2019年
劳动节假期安排的通知》，经国务院批准，2019年劳
动节放假安排调整为 2019年 5月 1日至 4日，共 4

天。4月 28日（星期日）、5月 5日（星期日）上班。

关于“五一”劳动节放假安排调整，国家发展改
革委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指出，按照《全
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 为避免调整相邻周休
日对正常工作生活节奏的影响，元旦、清明节、劳动
节、端午节、中秋节 5个法定假日逢周三时只在当
天放假，不调休。因 2019 年劳动节恰逢周三，原定
安排放假 1天。对此，很多群众提出了一些好的意
见和建议，在刚刚闭幕的 2019年全国两会上，部分
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考虑到劳动节的特殊性
和季节的特殊性， 也提出了改进和调整的建议。国
务院要求相关部门认真研究，并在一定范围内征求
意见，在此基础上，决定调整 2019年劳动节放假安
排，通过调休形成 4天假期。

经国务院批准，调整劳动节放假安排

今年“五一”放假4天

1983年 3月 23日， 美国总统里根在讲演中
首次提出“战略防御倡议”。倡议的内容主要是：

通过发展各种先进的非核防御武器，包括各种动
能武器和定向能武器以及各种先进的探测器技
术，建立一个“天网”，对袭击美国的战略弹道导
弹进行全过程的、多层次的拦截。新闻界形象地
称之为“星球大战”计划。

1993年，民主党人克林顿当
选总统后， 对已推行了 10年之
久的这一倡议进行了全面审查，

并宣布“星球大战”时代结束。与
此同时，美国决定发展“战区导
弹防御系统”和“战略导弹防御
系统”。 （本报记者 崔丰 整理）

1983年 3月 23日

“星球大战”提出

紧急驰援！
全力救治！

不落一人！

响水爆炸后 24小时“生死大营救”

■新华社记者

刘亢 凌军辉 邱冰清 沈汝发

现场还有人被困吗？ 救出的人情况如
何？受困群众都转移了吗？……21日下午发
生的江苏响水特别重大爆炸事故牵动亿万
国人的心。

事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
要指示，要求江苏省和有关部门全力抢险救
援，搜救被困人员，及时救治伤员，做好善后
工作，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930名消防指战员彻夜救援、3500名医
护人员不间断救治、60多名专家现场指导、

数千名群众志愿服务……事故发生后的 24

小时，一场“生死大营救”争分夺秒进行。

“地毯式”搜救
22日下午 3点，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爆

炸现场周边，身穿防化服的消防员们行色匆
匆，疲惫不堪却眼神坚毅，与死神赛跑的生
命大营救已经持续了 24小时。

事故发生后， 江苏先后调派 12个市消
防救援支队， 共 73个中队、930名指战员、

192辆消防车赶赴现场处置。

在火焰和浓烟中，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
孟家沟中队消防员孔凡煜正细心搜寻被困人
员。突然，他听到微弱的呼喊声，闻声而去，看
到一名被管道压住的被困人员在挥手。

一瞬间， 攻坚组 7名队员飞奔过去，消
防员张海国立即把空气呼吸器摘下，把被困
人员背起来便往外走。 由于里面毒气太浓，

他刚走出有毒区域，身体就支持不住。孔凡
煜见状立即摘下空气呼吸器，接力背起伤员
继续向外走去，成功将伤者救出。

为仔细搜索每一个角落，现场指挥部将
事故现场划分为 13个区域、65个网格，开展
4次网格化地毯式搜救， 共搜救疏散近 300

名群众。

时间就是生命。顶着黑烟和毒雾，消防
员们在火光中逆行，全力搜寻生命的迹象。

“最危险的是趟过强酸积液挺进现场。”

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的丁良浩刚从搜救现
场出来，满眼红丝，声音嘶哑。他告诉记者，

10多个小时，他和攻坚组的队友们已经四次进
入现场，搜救出了 5名遇难者遗体。“里面气味
非常刺鼻，戴着简易防护面具也不管用，但是，

没有一个消防员退缩。”

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的陈新宽和队友们
寻找到一名被困者，并成功营救出来。由于现
场危险，最近的救护车还停在 1 公里外。他们
抬着担架，一路小跑，直到将这名幸存者送上
救护车。“把他交给医生时，我的腰都直不起来
了。”陈新宽说。

搜救争分夺秒，也要科学有序。“核心区有
很多危险化学品，硝基苯、氯气、硫酸、盐酸等
等，有毒、易燃、易爆。”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总
队长周详说，他们根据不同危化品制订不同处
置方案，确保搜救安全。下一步，还将开展多轮
次的网格化地毯式搜救， 确保不放过一处角
落，不漏掉一人。

“一人一策”抢救
22日下午 4点，沾满污泥的鞋子，黑色的

灼伤斑点裸露在外， 响水县人民医院急诊室
里，一位消防员坐在那里，“悄悄地”调整呼吸。

“休息会儿我就要回去了，不能占人家床
位。”这位腿部烧伤的年轻消防员 21日晚上抵
达救援现场，直到第二天受伤，中午来到医院
才吃了第一顿饭。

医院急诊科护士长许利玲说，很多受轻伤
的消防员稍微处理下就表示没事了，急着要回
现场。

面对危险和困难，选择坚强的不仅有消防
员，还有更多医护人员。“3·21”爆炸联合救援
指挥部现场，每个医护人员都步履匆匆。

从 21日 21时左右到达救治一线，医疗救
治组副组长许铁只休息了 30分钟。“我还算好
的，还有好多人一分钟都没休息。”许铁说，此
次伤情的主要特点是复合伤、 多发伤较多，主
要致伤因素为爆炸、爆燃、有毒气体。

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和江苏省卫
生健康委迅速启动应急响应， 派出 60多名专
家奔赴现场参与救治，按“集中重症、集中资
源、集中专家、分级收治”的原则，将伤员及时
转运分流。同时对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方
案”，进行针对性治疗。目前，共有 3500名医护

人员、16家医院、90辆救护车参与救治， 为超
过 130名伤员实施手术。

“伤员众多，伤情复杂，是这次医疗救治的
最大挑战。”医疗救治组组长、我国著名重症医
学专家邱海波已经在一线奋战了近 20 个小
时，“我们调集了最顶尖专家，调配最优质医疗
资源，采取最先进治疗措施，尽最大努力减少
因伤死亡和因伤致残。”

“万众一心”支援
在响水县人民医院流动着一群忙碌的“红

马甲”，风风火火却又井然有序：一拨人拎着盒
饭、水果等正送往住院部，一拨人在门诊大厅
进行人员疏导工作……响水县义工协会的志
愿者 21日下午开始轮班值守医院。

急诊室门口的两位“红马甲”从 22日早上
7点开始一直坚守。 他们看着受轻伤的消防员
进去又出来，接着去救援；看着行色匆匆的医
生；看着劫后余生的家庭……“消防员和医生
很辛苦，我们帮不上大忙，但多出一份力就多
一份希望。”一位“红马甲”说。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救护车鸣笛声几乎没停过。”许利玲告诉
记者，整个盐城市的 120、南通大学附属医院的
120等悉数出动，“他们不停地出车， 中午 1点
多都还没吃饭。工作人员给他们送饭，但他们
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吃，连一口水都喝不下。”

填表、量血压、查血型、车内采血……自 21

日下午开始，多位市民在采血车外排队等候献
血。响水县红十字会志愿服务大队大队长王一
娟介绍，截至 22 日 11 时，共有 260 多位爱心
市民献血 9万多毫升。

22日清晨，援救灭火任务告一段落。连续
作战 8个多小时的消防员轮换休息，常州市消
防救援支队的陈意回到消防车上，看到沾满事
故现场烟尘的车内显示屏上的“平安”二字。

原来，21日深夜， 消防车上随时待命的驾
驶员苗强， 看见火光中渐渐远去的战友身影，

心中牵挂，手指划出“平安”为他们祈祷。

“第一个 24小时紧急救援结束了，等待我
们的是下一个紧张的 24小时。”22日下午，响
水县人民医院的医护工作者开始了新的忙碌。

（据新华社响水 3月 22日电）

930名消防指战员彻夜救援、3500名医护人员不间断救治、数千名群众志愿服务……

“趟过强酸积液，没有一个消防员退缩”

国务院 成立事故调查组
新华社北京 3 月 22 日电 受习近平总

书记、李克强总理委派，国务委员王勇代表
党中央、国务院，率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
志赴江苏响水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 “3·21”

爆炸事故现场，指导事故救援和应急处置工
作，看望慰问受伤群众。

新华社北京 3月 22日电 3月 21日 14

时 48分许， 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陈家港化

工园区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
炸事故。国务院决定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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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已开展调查工作。应急管理部党组书记、副部
长黄明同志任组长。

生态环境部 封堵河渠
新华社北京 3月 22日电（记者 高敬）3月

21日，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陈家港化工园区天
嘉宜化工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生

态环境部 22日发布消息，为严防污染入海，对
化工园区内新民河、新丰河和新农河三条入灌
河河渠进行封堵，防止污染废水向南部河网扩
散。截至 22日上午，封堵工程已大部完工。

国家卫健委 调派专家组
据新华社北京 3月 22日电（记者屈婷）记

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获悉， 截至 22日 10

时，国家卫健委已就江苏盐城市响水县化工厂
爆炸事故紧急调派三批医疗专家组，赶赴当地

驰援医疗救治工作。

武警部队 增派官兵驰援
据新华社南京 3 月 22 日电 武警江苏

总队 22日紧急增派 450余名官兵驰援江苏
响水天嘉宜公司“3·21”爆炸事故救援。按照
部署，武警官兵采取分组梯队、网格摸排的
方法，对责任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全力搜
救受伤被困群众，积极配合地方医疗机构护
送伤员。

湖南常长高速一客车突然起火

新华社长沙 3月 22日电 （记者袁汝婷 谭畅）

记者从湖南省委宣传部获悉，3月 22日 19时 15分
许，在湖南常长高速西往东方向 119 公里处（常德
市境内）， 一辆从河南郑州开出的柴油旅游大巴豫
AZ8999（河南迅驰汽车旅游公司）突然起火，该车核
载 59人，实载 56人。已有 30 人获救送医治疗，事
故伤亡人数和具体原因正在核查之中。

接报后， 湖南省委省政府要求全力抢救伤员，

减少人员伤亡，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常德、汉寿
两级迅速组织力量开展事故救援。

目前，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各项工作正在紧
张进行，最新情况将及时发布。

这是 3月 22日无人机拍摄的爆炸事故现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