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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 09

被指“49天死亡20人”
这是怎样一个托养中心

2017年3月22日
星期三

3 月 21 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
莹主持例行记者会。

问：近期，中国周边国家如韩
国、日本的民众对中国的空气污染
扩散到他们的国家表示不满。中方
对此有何回应？中方是否与有关国
家政府进行了沟通？

答：空气污染问题的确是当前
中国政府正在下大力气处理的问
题。在刚刚结束的“两会”总理记者
会上，李克强总理也就这个问题阐
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中国政府致
力于让中国人民尽快享有更多蓝
天和清洁空气的决心是坚定不移
的。同时解决这个问题也需要一个
过程。

至于是不是中国的空气污染影
响到了周边国家，这需要进行科学
和专业的研究论证，建议你可以向
中国的环保部门直接进行了解。据
我了解，中国的环保部门与其他国
家，包括周边邻国保持着密切沟通。
我们愿意在环保方面加强国际对话
与合作，推动在环境保护和治理方
面取得更多更快进展。

（外交部网站）

广东韶关一托养中心遭媒体曝光
当地政府回应：死亡人数正在调查，纪委已介入

新丰县县长马志明表示，
他们对事件的发生有不可推卸
的责任，已经控制了企业主要
嫌疑负责人；正在对托养对象
的死亡人数和死亡原因组织深
入调查。

此外，经过前期调查，有政
府部门工作人员牵涉其中，专
案组将继续进行调查。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
道，近日，一则标题为《韶关一
托养中心49天死亡20人，年盈
利 200 万》的报道引发公众的
关注。报道称：15 岁自闭症少
年雷某去年8月8日离家出走，
几经辗转，被送到广东韶关新
丰县的练溪托养中心。然而，仅
仅 45 天后，12 月 3 日，雷某死
亡……

这是什么托养中心？是否
具备托养资质？又有什么人牵
涉其中？监管是否缺位？

当地政府已于2月成立调
查组，并于3月20日21时举行
了发布会，公布调查情况。

托养中心已取缔
733人妥善安置

针对媒体报道的托养中心
丑闻，韶关市政府新闻办前晚
作出回应:早在今年2月中旬，
在发现新丰县练溪托养中心存
在有托养人员死亡的情况之
后，韶关市公安、民政、卫计和
新丰县相关方面组成专门工作
组迅速开展调查。调查发现练
溪托养中心不具备托养条件，
手续不完善，证照不齐全。民政
部门已于3月2日正式取缔该
托养中心，对现有733名托养对
象进行了妥善安置。

当地政府发言人，新丰
县县长马志明表示，他们对
事件的发生有不可推卸的责
任，他们已经控制了企业主
要嫌疑负责人，对监管部门
的责任也会进一步追查。正
在对托养对象的死亡人数和
死亡原因组织深入调查。发
言人表示，目前托养中心死
亡率很少有比较高的，具体
原因专案组仍在核查。

对涉事公职人员
开展组织调查

据发言人披露，目前了解
到，有部门工作人员涉嫌违纪
违规参与到事件当中，当地政
府将严肃查处。韶关市纪委对
涉嫌违纪违规的公职人员正
在开展组织调查。

马志明表示，这件事情发
生之前，相关人员已经介入要
求企业整改，只是企业没有很
好落实，而当地政府机构也没
有及时跟进。按照国家要求，
托养机构接收的患病儿和未
患病儿应该分开托养，该托养
机构是否按照要求接收自闭
症患儿，专案组将继续进行调
查。而托养中心的具体面积，
发言人表示数字仍不清楚。在
调查进展公布过程中，发言人
表示，经过前期调查，有政府
部门工作人员牵涉其中，专案
组将继续进行调查。

建在看守所旧址上 诸多方面不符规定

新丰县练溪托养中心设在原县看守所
旧址内，高墙大院，铁门紧闭。

知情人透露，托养中心分为两个区域，
前后由两道铁门隔开。第二道铁门的后面居
住着绝大多数的托养人员。“隔离区”里的单
个房间约15平方米，有半米高的水泥通铺，
十几个人睡在上面。厕所也在房间里，因为
没有冲水系统，臭气扑鼻。“人均可能二三平
方米左右。感觉就是原来的看守所。”

而按照民政部2015年颁布的《流浪乞讨
人员机构托养工作指南》（下称《指南》）中规
定：受托机构“托养对象人均建筑面积不小
于25㎡，人均居住面积不小于4㎡。”

托养中心内部多处保留着原来的摆设，比
如许多宿舍为水泥通铺而非床铺。而据《指南》
要求的“托养机构要提供单人单床，床上用品
根据季节配备”相比，这里的情况并不相符。

而据调查，练溪托养中心截止到今年，
一直接受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共同托养。这同
样违反相关规定。

县政府曾否认今年该中心有更多人死亡

新丰县政府此前证实，去年12月3日，除了
雷文锋，确有另外两名练溪托养中心的安置人员
因病死亡。但否认今年该中心有更多人死亡。

而新丰县殡仪馆登记册显示，2017年1
月至2月18日，49天内，练溪托养中心送来的
死者有20人，很多死者都没有名字，只有一串
编号，如“OH178”、“无名氏 386”、“无名氏
683”等。

另据广东某地方救助站相关知情人透露，
该站2011年至今共向练溪托养中心送去200
多人托养。截至今年3月，6年内死亡近百人。

“民办非企业单位”都有谁参与其中？

相关资料显示，练溪托养中心从2010年
开始运营，至今已有6年多时间。广东省社会
组织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官网显示，新丰县练
溪托养中心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代表
为罗丽芳。

据罗丽芳的亲属罗腾（化名）及多位知
情人透露，罗丽芳曾是新丰县社会福利院一
护工组长。而练溪托养中心自成立伊始，就
一直有相关官员的关系人参与经营。

托养中心成立时，时任新丰县民政局一主
要领导安排其侄子李志成，负责托养中心财务
工作。2016年8月，李志成退出托养中心，上述
民政局领导又安排新丰县司法局政工科科长
李伟理与其妻刘秀玉接任李志成的工作。

但李伟理在受访时自称是托养中心的
工作顾问，对该中心死亡情况不清楚。

本组稿件据新京报、央广中国之声、央视

15岁少年雷文锋离开与父
亲在深圳的住所后走失；
几经波折，他被送往韶关
市新丰县练溪托养中心；

一个多月后，因进食很少
被送往医院后死亡；

媒体称，殡仪馆登记册显示
49天内托养中心送来死者
20人。

调查

非法出售考试试题、暗中操作
“枪手”替考、利用无线电器材作弊
……部分涉 2016 年研究生考试泄
题案的犯罪嫌疑人，21日在湖北省
公安县人民法院受审。据了解，这是
我国刑法修正案（九）关于作弊入刑
规定施行以来，首起大规模有组织
的考试舞弊案件。

印刷点试卷被偷拍
研究生考试遭泄题

此次受审的 13 名犯罪嫌疑人
被指控的罪名涉及组织考试作弊
罪，非法提供出售试题、答案罪，代
替考试罪三项。这也是作弊入刑后
首次有犯罪团伙同时涉及三项罪
名。

2016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
首日，一份英语试题答案开考前已
在网络中流传。事后，经公安机关及
教育考试部门等确认，考研遭泄题。

通过追踪相关线索，武汉一教
育咨询服务部负责人王某具有较大
嫌疑。2015 年 12 月 26 日研究生考
试首日，公安机关将正在通过无线
电设备发送答案的王某当场抓获。

“当时，王某的电脑屏幕上显示
着答案信息。窗台上，还有一台正在
运转的作弊用无线传输设备。”湖北
荆州公安县公安局侦查中队中队长
肖可说。

考试结束 3 天后，另一名犯罪
嫌疑人詹某迫于压力，在武汉投案
自首。

王某、詹某的答案究竟是如何
获得的？原来，来自河南的犯罪嫌疑
人李某某借助另一名犯罪嫌疑人，
通过一处试卷印刷点的内部人员偷
拍了试卷。随后，相关试卷内容被泄
露给了王某、梁某某、詹某等考试舞
弊团伙。

13名被告均当庭认罪
所有涉案考生已被锁定

深入调查后，警方了解到，除了
涉及抄袭，犯罪嫌疑人中还有人涉
嫌“枪手”替考。考生卢某，在考试当
天由嫌疑人李某代考。案发后，卢某
向警方自首。

2015年12月至2016年6月间，
在公安部指挥下，湖北省、荆州市、
公安县三级警方组成的联合专案组
先后查获一批嫌疑人以及参与作弊
考生，涉及全国16个省(区、市)，成
功破获这起组织结构庞大、关系错
综复杂的作弊大案。

记者获得的信息显示，13名犯
罪嫌疑人中，除出生于1979年的卢
某外，其余 12 人均为“80 后”或“90
后”。其中，“80后”9名，“90后”3人，
年龄最小的吕某出生于1997年。

21 日下午，经过法庭调查、举
证质证、法庭辩论、被告人陈述等法
定程序，13 名被告均当庭认罪。法
庭未当庭宣判。

教育考试部门及公安机关透
露，所有涉案考生也已被锁定信息，
均将依法依规受到应有的处罚。

据新华社

外交部：
中国空气污染影响周边国家？
这需要科学和专业研究论证

跨16省区市
助考舞弊产业链
是如何形成的？
作弊入刑后首起大规模国家
考试泄题案开审

疑问
一家不符规定的托养中心一家不符规定的托养中心

OH178、无名氏386、无名氏683……

这串编号代表什么

回应

12月3日，住院的第9天，雷文锋被医院
宣告死亡。医院出具的一份死亡记录显示，
雷文锋死亡原因为“消化道肿瘤？”和“伤寒
沙门菌感染并休克”。主治医生李镇川说，他
确定的死因是伤寒导致的休克。

一位三甲医院医生表示，伤寒死亡最常
见的原因是肠穿孔肠出血，简单地说就是肠
子烂了出血，造成全身感染性休克，雷文锋

很可能就属于这种情况。
雷文锋死后第9天，他的父亲雷洪建辗转

赶到了新丰县。
雷洪建在新丰殡仪馆见到了练溪托养中

心一次性送来的三具冷冻尸体，最初他并没
有认出自己的儿子，因他见到的尸体，全都

“瘦得不成样子”。再次确认后，他才通过一具
尸体上畸形的手指辨认出了自己的孩子。

2016年8月8日，患有自闭症的15岁少
年雷文锋独自离开与父亲在深圳的住所后走
失。父亲发现后在周边多方寻找无果。

8月15日上午，雷文锋晕倒在东莞一快
餐店门口，路人打电话报了警。警方称当时雷
文锋神情不正常，询问任何信息均无反应。之
后雷文锋被送往东莞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住院
治疗。期间医生问出了雷文锋的名字，但警方
称全国重名的人太多，仅凭一个名字查询信息
量太少，因此并未查到雷文锋的户籍信息，也

未联系到雷文锋的家人。
8月24日，雷文锋被车站派出所移交到

东莞市救助站，交接表上显示，交接时雷文
锋不仅说出自己的名字，还说出了母亲的准
确名字。东莞救助站方面称，这些都是当着
民警的面问出的，把这些信息补填到了交接
表上。

对于在雷文锋报出自己和母亲的准确
名字后，警方是否又进行了信息查询，警方
未给予正面回应。

走失/ 送至救助站前 曾说出母亲名字

救助站方透露，雷文锋入站当天，东莞
市救助站将一则《寻亲启事》发给东莞电视
台，内有雷文锋的名字、照片和被发现地点。

2015年民政部、公安部下发的《关于加强
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身份查询和照料安置
工作的意见》（以下称《意见》）中规定，“对经
快速查询未能确认身份的受助人员，救助管
理机构应当在其入站后24小时内通过广播、
电视、报纸、全国救助管理信息系统、全国救
助寻亲网站等适当形式发布寻亲公告，公布
受助人员照片等基本信息”。

对于为何通过东莞电视台而不是全国救助
寻亲网等更广传播范围的渠道发布，东莞市救
助站卢健斌站长的解释是，“借助以往成功经
验，电视台发布成功率比较高”。他认为，只要选
择任意一种方式就算是符合规定。他们向全国
救助寻亲网上发布是“批量操作”，“有人手了就
登，”由于“数据比较多”，要按先后顺序来。

东莞电视台在8月28日至30日连续三
天播放了这则寻亲启事，但每天都在刷新全
国救助寻亲网的雷文锋的父亲却根本没有
渠道看到这则讯息。

寻亲/ 救助站找人 未通过全国性网站

在雷文锋入站登记的《求助人员救助申
请表》上，他的出生日期被填为1991年，这比
他的实际年龄大了9岁。对此，救助站站长卢
健斌说，雷文锋被送来时样子看起来“很成
熟”。工作人员问不到确切信息，就进行了大
致的估算。

这也让雷文锋“失去”了未成年人身份，
根据相关规定，未成年人不得被托养至养老
院、敬老院等成年人社会福利机构。10月19
日，由于“长期滞留人员比较多”，雷文锋被
送往韶关市新丰县练溪托养中心。

入住托养中心一个多月后，11月24日，
雷文锋因为进食很少被送往新丰县人民医
院。而在其父亲雷洪建的记忆里，雷文锋平

时饭量很不错，雷文锋失踪前的生活照片显
示他还有些微胖。

据雷文锋的主治医师李镇川回忆，雷文
锋入院时腹泻得厉害，非常消瘦，瘦到护士输
液要花十几分钟才能把针扎进血管里。病历
记载，雷文锋入院时“胃纳差”，同时还有双下
肢乏力、精神疲倦、站立不稳等表现。一份微
生物检验报告单显示，雷文锋入院查出感染
了伤寒。伤寒是一种通常起源于食物或饮用
水遭到污染的传染病，潜伏期约为10天。

主治医生李镇川说，这种病现在已不常
见，患者应该是“之前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但练溪托养中心拒绝提供雷文锋此前的饮
食记录。

“入托”/ 非常消瘦 在医院查出感染伤寒

死亡/ 父亲赶来 竟因儿子消瘦无法认出

悲剧
一个自闭症少年的最后踪迹一个自闭症少年的最后踪迹

他为何“瘦得不成样子”
最后，父亲通过畸形的手指辨认出了自己的孩子

涉事的新丰县练溪托养中心 图据新京报

由家属提供的雷文锋生活照 图据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