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警方
通报，一男子
从随身携带的
背包内拿出用
啤酒瓶自制的
爆炸物丢至值
机柜台前，啤
酒瓶发生爆燃
后，该男子从
背包中取出匕
首，划割自己
颈部后倒地。

据医院
消息，男性重
伤者伤势为
双侧颈浅静
脉横断，气管
于环状软骨
上 方 2/3 离
断，左侧颈内
静脉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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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使馆车辆剐蹭后“扬长而去”
北京交警：依法处理

据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
官方微博昨日通报，6 月 8 日 18 时 02
分，交管部门接报警，在朝阳区东三环
辅路三元东桥下，一辆使馆牌照的小
客车与本市一小客车发生剐蹭事故。
朝阳交通支队立即派民警赶赴现场处
置，依法受理此事故，并已与相关部门
取得联系。目前，交管部门正在依法调
查处理中。

6月10日晚，一实名认证微博账
号发文称，她的车于8 日在北京三元
东桥被疑似美国大使馆的车辆剐蹭，
然而对方却扬长而去，车主本人还被
拽倒，交警则表示对方或有外交豁免
权，奈何不得。此微博在网上引发了广
泛关注。 （人民网）

据上海报业集团“上海观察”
报道，浦东机场已迅速提升安检等
级，对候机楼内的安全问题加强防
控，加强对旅客进入候机楼时随身
行李，以及人身的检查，已基本做
到逢包必检。

事发后，除该区域办理值机的
三个相关航班受影响外，目前机场
运行正常。

记者查询获悉，截至下午3时
23 分，上海浦东机场部分航班延
误，出港准点率为 24.65%，进港准
点率为53.43%。

丰田8月将推在家办公

最早从今年 8 月开始，日本最大
的汽车生产商丰田公司2.5万名技术
岗位和事务岗位的员工就可以享受在
家办公的优厚福利。据悉，丰田推行的
这种“让员工上班不再受时间和场所
限制”的新模式也将成为日本乃至全
球其他企业效仿的对象。

可以享受在家办公福利的对象
必须是在丰田公司人事、管理、销售
这三个事务岗位以及负责开发等技
术岗位的员工，且入社时间必须达到
5 年以上。在工厂第一线的技能岗位
员工则不能享受这种福利。目前丰田
公司总部一共有员工约7.2万人，1/3
的员工最早于今年 8 月就可以享受
这种新福利。

在具体执行的时候，诸如人事、管
理岗位的员工可以在家用电脑办公，1
周只需要有1、2个小时到公司报到就
行。负责销售的员工因为经常会花大
量时间在外面跑业务，今后只要他们
完成工作就可以不用再回公司，只需
要回家之后用电子邮件向公司汇报业
务情况就行了。

不过，最大的担忧在于对公司机
密的泄露。因为如果在公司外工作的
员工越多，机密事项被泄露的危险性
就越高。为此，丰田公司也在摸索如何
防止机密泄露和把风险降到最低的方
案。初步方案是大量导入云计算机，所
有数据集中起来管理。

丰田表示：这样可以帮助男性员
工更多承担照料孩子的家庭责任，同
时也可以为女性员工创造好的工作环
境。”为了解决低出生率和节能的问
题，日本政府一直鼓励企业推行在家
办公制度。日本三井物产公司已经从
本月开始实行在家办公制度。

（综合参考消息）

11 日凌晨 5 点 47 分，被称为“美
国高考”的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
官方通过发邮件的形式通知所有韩国
和中国香港地区的考生，当天他们将
要参加的ACT考试取消了，而此时距
离开考仅剩3个多小时。

邮件里明确表示，已经掌握确凿
的证据证明考题和答案已经泄露。邮
件里还说，本次考试不再提供补考机
会，而是直接退考费。

据了解，此次取消事件波及到中
国香港地区和韩国的 56 个考点，逾
5500名考生。对于大学申请日期已经
迫在眉睫的同学来说本次事件的影响
尤其巨大，他们只能在9月10日的考
试中背水一战。

ACT的发言人艾德·科尔拜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提到，本周五，ACT 就
已经明确掌握了此次试题泄露事件，
但他拒绝透露考试试题是在哪里以及
以何种方式泄露的。

科尔拜强调，这对很多没有参与
任何错误行为的无辜学生是不公平
的，但是，为了确保所有考生的安全，
ACT 官方做了这个“困难而正确”的
决定。

许多考生表示了不满：“为了考
试，花5000元报了个三天两夜的香港
旅行团，现在欲哭无泪。”不少考生还
在朋友圈里“求代购”，以补贴白白花
掉的路费。

美国艾克留学升学顾问安玻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ACT临时取消考试
对考生的影响，主要是直接打乱了考
生的升学安排和计划。安玻表示，虽
然现在时间并不算完全来不及，但是
确实非常影响希望申请提前录取的
学生。“我们就有客户因此次考试取
消受到影响。”她指出，“非常优秀的
孩子打算申请美国排名前 30 大学的

‘提前录取’。我们为学生规划的时间
和流程完全被这次取消打乱了。”

（法制晚报 东方早报）

浦东机场爆燃事件 4人受伤
男子扔出啤酒瓶爆炸物，自割颈部

上海机场集团12日下午发布消
息，6月12日14时20分许，上海浦东
机场 T2 航站楼发生爆炸事件，造成
数名旅客受伤，目前已经送医救治。
爆炸发生在浦东机场T2航站楼C岛
办票大厅的值机柜台。

记者昨日从上海市浦东新区
人民医院了解到，目前医院共收治
4名浦东机场燃爆事件伤者。

据医院方面消息，其中，一位男
性重伤者为14点59分送到医院，伤
势为双侧颈浅静脉横断，气管于环
状软骨上方2/3离断，左侧颈内静
脉损伤。病人目前休克中。其伤情初
步判断为自伤。

其他三名伤者中，一名 53 岁
男性为菲律宾籍，另外一名 67 岁
男性、一名64岁女性为中国籍。伤
者分别为头部、手部、腿部、臀部等
外伤，均在医院留观。

伤者的伤情原因正在进一步
调查中。

“三个玻璃瓶
滚到脚边”惊

泄题了！
美国“高考”紧急取消

据新华社中国网事报道，事故发生在T2航站楼
的值机柜台前，有人员携带的烟花爆竹发生燃爆。

经上海市公安机关初步调查，一男子从随身携带
的背包内拿出用啤酒瓶自制的爆炸物丢至值机柜台
前，啤酒瓶发生爆燃后，该男子从背包中取出匕首，划
割自己颈部后倒地，目前伤情危重，正在抢救中。

警方通报称，现场另有4名旅客（其中一名为
菲律宾籍）被爆燃的玻璃瓶碎片轻微划伤，目前均
已送医治疗。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在事发现场，记者遇到游客沈先生。他和其他
18名游客同属一个旅行团，他们在C区29号泰国
航空值机口办理手续时目击了这起爆炸事件。

据沈先生回忆，事发时他和妻子、女儿正在排
队等待办理托运行李手续，突然女儿看到浓烟从值
机柜台旁冒出，随后有两个闪着火花的玻璃瓶滚到
排队旅客的脚边，此时已有人快速离开，几秒钟后
一个玻璃瓶爆炸，所有人都开始逃跑，有一人倒地。
他的女儿则称，一共有三个玻璃瓶滚到脚边，有两
次爆炸声音，第一次和第二次爆炸时间相隔不久。

沈先生称，有两位老人和他同在一个旅行团，
事发时他们都在等待办理托运，在第一次爆炸后这
两位老人（一男一女）因拍照被炸伤。除此以外，在
泰国航空值机口旁边的菲律宾航空排队值机的旅
客，也因玻璃瓶爆炸而被碎玻璃擦伤，目前有一名
伤者处理完伤口后正在接受警方调查。

沈先生表示，他们一家已经决定取消出游计划。

据新华社、
人民日报客户
端、东方早报、
央视新闻

男性重伤者
气管2/3离断伤

浦东机场安检
迅速提升等级防

据网友发布的照片显示，一名男子躺在担架上，一名护士在
旁高举着盐水瓶。现场有大量民警值守。

本组图片据人民日报客户端、央视官方微博、东方IC

监控画面记录了爆炸瞬间

警方在现场展开调查
爆炸现场遗留的啤酒瓶

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
市一家夜总会 12 日凌晨发
生枪击案。美国佛罗里达州
奥兰多市市长12日宣布，该
市当天凌晨发生的枪击案已
致50人死亡、53人受伤。

警方动用装甲车和炸药
才攻入夜店，击毙枪手，救出
数十名人质。实施当晚袭击
的嫌疑人没有共犯。

枪击案发生在当地时间
12日凌晨2时左右，事发夜总
会名叫“脉动”，位于奥兰多南
部。奥兰多市警察局局长约
翰·米纳说，枪手持一支突击
步枪和一把手枪，与闻讯赶来
的警察进行短暂交火。目前已
有近50人死亡，数十人被送
往附近医院接受治疗。

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
显示，人们仓皇逃命，夜总会
外的大街上可见受伤的人，
一位成功逃命的人说，枪手
开枪扫射时，舞池里的人们
直接倒地，靠近出口的人们
听到枪声后开始往外逃。

枪手在店外开枪，与一
名正在执勤的警察交火，而
后进入夜店，劫持多名人质。

米娜·贾斯蒂斯的儿子埃迪
事发时正在夜店里。枪击事
件发生后，他发短信告诉母
亲，他和其他人躲到一个卫
生间。但他的下一条短信变
成：“他（枪手）来了。”接下来
一条短信是：“他劫持了我
们。”这是埃迪发给母亲的最
后一条短信。

媒体报道说，事发地是
一家同性恋夜总会。该夜总
会距离 10 日美国好声音选
手克里斯蒂娜·圭密被枪杀
的地点只有6公里左右。

因参加歌唱选秀节目
《美国好声音》出名的女歌手
克里斯蒂娜·圭密10日在佛
罗里达州奥兰多一场演唱会
结束后，被一名不明身份的
男子开枪打死。这名男子行
凶后当场自杀。警方目前正
在调查凶手的杀人动机。

当地时间10日晚，圭密
和一个摇滚乐团一起作为压
轴嘉宾登台演出。这时一名
男子走上前来，掏出枪，向她
射击。圭密身负重伤，被送至
医院后不治身亡。

（本组稿件综合新华社）

美国同性恋夜店遭枪击,50人死亡53人受伤

本土恐怖主义
枪手20岁出头，或受伊斯兰极
端思想影响，案件定性为本土
恐怖袭击

枪手是美国人
枪手是美国佛州男性，手持爆
炸装置和步枪，向舞池扫射

一名警察中弹
交战过程中一名警察被击中头
部，所幸有头盔阻挡未伤及性命

三天两起枪击
事发同性恋夜店6公里外，一名
女歌手10日被枪杀

袭击
恐怖

最新动态最新动态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11日声称，对孟加拉国一名印度教徒
遇害案负责。这是“伊斯兰国”一周来第三次认领针对孟加拉国
少数宗教信徒的血案。孟加拉国有人口1.6亿，穆斯林约占总人
口的88%，印度教和基督教徒约占10%。路透社报道，今年2月以
来，孟加拉国已有超过30人遇害，包括少数宗教信徒、自由派博
主和专家学者。








“伊斯兰国”新目标：“少数派”

救人质、毙枪手
警方动用装甲车和炸药

枪案现场已被封锁

幸运逃出枪案现场的人身上血迹斑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