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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零时41分，张家口市桥东区河北盛华化工有限公司附近发生一起爆炸起火事故，造成23人死亡、22人受伤。记者从河北省
张家口市消防和电力部门核实了解到，事故初步原因为运输乙炔的大货车爆炸，引起了化工厂周边车辆连环爆炸燃烧。

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盛华公司附近的张家口海珀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氢气需要用到乙炔，当天凌晨，运输车辆在进入海
珀尔公司厂区过程中发生爆炸，爆炸燃烧影响到了海珀尔公司厂区和盛华公司大门周边，并引爆了路边停靠的多辆大型货车，经初
步调查，事故中过火大货车38辆、小型车12辆。盛华公司厂区目前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事故发生后，张家口市消防支队派出大批人员、车辆设备参与救援。爆炸和火灾还造成一条10千伏高压线受损掉闸，该条线路此
前供电的用户有22户，包括扬水井两座、通信基站4座、海铂尔新能源科技及多家化工、建材企业。目前电力部门已经进场开展现场
隐患排查及应急抢修工作。

事故发生后，国家应急管理部有关领导已率专家赶赴现场指导，河北省委书记王东峰等省委省政府领导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
处置。目前，河北省和张家口市已成立事故调查处置指挥部。

四名强奸、杀害未成年人的罪犯
被执行死刑

28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下达的
执行死刑命令，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
级人民法院、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
人民法院分别对强奸未成年人的罪犯陈
玉章、潘永贵执行了死刑；四川省广安市
中级人民法院对强奸、杀害未成年人的罪
犯徐川云执行了死刑；贵州省铜仁市中级
人民法院对故意杀害两名儿童的罪犯杨
胜松执行了死刑。

其中，罪犯徐川云系四川省岳池县农
民，2015年7月6日20时许，其在四川省岳
池县石垭镇华龙超市附近遇到10岁女童
李某某，谎称系李某某的亲戚将李骗至偏
僻处，多次对李某某实施奸淫，之后将李某
某杀害。此外，徐川云还实施诈骗犯罪。第
一、二审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徐川
云死刑，最高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负责人指出，儿
童是国家的未来，未成年人是特殊社会群
体，自我保护能力弱，需要国家和社会最
大限度保护。人民法院历来对未成年人权
益给予特殊保护，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
件采取零容忍态度，尤其是对那些利用自
己的特殊身份和便利条件性侵、残害女童
的，对那些把校园学生和留守儿童作为犯
罪目标的，对那些为报复社会而伤害无辜
儿童的，坚决依法从重惩处。犯罪性质、情
节极其恶劣，后果极其严重的，坚决判处
死刑，绝不姑息。 据新华社

安全隐患整改前
滴滴顺风车业务继续下架

交通运输部 28 日表示，滴滴公司顺
风车产品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网约车非法
营运问题突出。未完成安全隐患整改前，
滴滴顺风车业务继续下架，相关责任单位
和责任人员也将依法处理。

交通运输部 28 日举行媒体通气会，
通报交通运输部、中央政法委、中央网信
办、发展改革委等 10 部门联合检查组今
年9月对滴滴、首汽、神州、曹操、易到、美
团、嘀嗒、高德等8家主要网约车、顺风车
平台公司开展进驻式联合安全专项检查
的情况。从检查情况看，滴滴公司存在的
问题包括：

顺风车产品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存在
用户个人信息泄露风险和安全隐患，产品

“社交化”定位诱发重大安全风险，顺风车
规则违反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涉嫌非法
经营道路客运，业务资金结算模式不合规。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安全
管理机构不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存在重大
缺失，未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和事故隐患
排查治理制度，未落实未足额保障安全生
产费用，安全管理人员未经考核合格，未
按规定开展驾驶员培训教育。

网约车非法营运问题突出。平台公
司、车辆、驾驶员大量存在无资质非法运
营的情况。

应急管理基础薄弱且效能低下。
社会稳定风险突出。推广“以租代购”

业务，派单和分配机制等运营规则不透
明，朝令夕改，存在不稳定风险隐患。

公共安全隐患问题较大。驾驶员从业
资格、背景情况审核把关不到位，企业对人
车线下管理失控。对高危驾驶员预警清理
不到位，对异常行程、异常订单取消缺乏有
效监测管理，APP安全功能设置不完善。

互联网信息安全存在风险隐患。
针对发现的问题，联合检查组形成了

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依法处理的意见：
一是未完成安全隐患整改前继续下

架滴滴顺风车业务。二是依法处置非法营
运行为。三是对相关负责人依法给予行政
处罚。由相关属地管理部门依据《安全生
产法》有关规定，对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
司主要负责人及法人代表等予以罚款等
行政处罚。同时要求滴滴公司对照问题清
单，对内部相关责任人员予以处理。四是
处置涉嫌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和发布违法
广告行为。 据新华社

中办印发《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条例》
针对干部人事档案涂改造假问题
要求建立监督检查责任追究制度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干部人事
档案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
共7章46条，分总则、管理体制和职责、内
容和分类、日常管理、利用和审核、纪律和
监督、附则，明确了干部人事档案概念、作
用以及干部人事档案工作的指导思想、工
作原则、基本要求和主要内容，覆盖了干部
人事档案管理的全过程和各环节。

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表示，针对干
部人事档案涂改造假问题，《条例》坚决贯
彻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有关要
求，上紧规矩制度发条，用严格制度和严
明纪律规范档案“建、管、用”各个环节，将
真抓真管、严抓严管、常抓常管、全程监督
落到实处。一是严明“建”的职责。《条例》
首次明确提出，各级党政机关、国有企事
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及个人应当按照各自
职责，共同做好干部人事档案内容建设，
严肃填写，严格审核，确保归档材料的真
实准确。二是严肃“管”的纪律。《条例》对
档案的接收、保管、转递等管理环节，细化
工作要求、明确制度规定、亮明红线警示。
三是严格“用”的程序。《条例》明确干部人
事档案利用工作要求、范围和程序。同时
对干部人事档案审核范围、内容和问题处
理等进行规范，全面落实中央“凡提四必”
要求。四是严抓监督惩处。《条例》明确要
求建立监督检查、责任追究制度，并对干
部人事档案工作中的违规违纪违法行为
处理等作出规定。 据新华社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28日公布的一份司法解释，恶意透支信用
卡，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
将被认定为刑法规定的恶意透支信用卡

“数额较大”。
根据我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

恶意透支信用卡，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
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
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
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据悉，这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修改〈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

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的决定》将于12月1日起施行。其中还
规定，恶意透支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
五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规定的“数
额巨大”；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
定为刑法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

该司法解释明确，持卡人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
支，经发卡银行两次有效催收后超过三个
月仍不归还的，即为刑法规定的“恶意透
支”。恶意透支的数额是指公安机关刑事
立案时尚未归还的实际透支的本金数额，
不包括利息、复利、滞纳金、手续费等发卡
银行收取的费用。

对于如何界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司法解释列举了“明知没有还款能力而大

量透支，无法归还的”“使用虚假资信证明
申领信用卡后透支，无法归还的”“透支后
通过逃匿、改变联系方式等手段，逃避银
行催收的”“使用透支的资金进行犯罪活
动的”等六种情形。

司法解释同时规定，银行的两次“有
效催收”应当至少间隔三十日。发卡银行
违规以信用卡透支形式变相发放贷款，持
卡人未按规定归还的，不适用刑法“恶意
透支”的规定。

此外，司法解释规定，恶意透支数额
较大，在提起公诉前全部归还或者具有其
他情节轻微情形的，可以不起诉；在一审判
决前全部归还或者具有其他情节轻微情形
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曾因信用卡
诈骗受过两次以上处罚的除外。 据新华社

张家口爆炸事故23死22伤，初步原因——

运输乙炔车辆
引起连环爆炸

11 月 28 日，河北张家口爆炸事
故造成 23 人死亡、22 人受伤。近来，
多地生产安全事故密集多发，造成重
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生产安全底
线一次又一次被逾越。

从人的角度来说，临近年关，一
些一线生产人员在“过年”“休息”“放
假”的氛围下放松了安全意识，违规
操作机器、疲劳上阵工作，从而引燃
生产安全事故这个火药桶，最终酿成
惨剧。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年关将至，
不少生产企业为了能够及时完成全年
生产进度，“重生产、轻安全”，过分强
调产量和经济效益，不顾生产客观规
律，忽视生产安全措施，抱着侥幸心理
在年末“冲一把”。殊不知，这种想法最
终可能带来的是生产安全事故，毁掉
了企业一年的辛苦，也毁掉了无数家
庭的团圆梦。

此外，一些地方的生产安全监管部
门主体责任逐级衰弱，监管职责层层弱
化；一些地方的生产安全监管部门沟通
协调配合不够，相互推诿，造成监管的真
空地带。

企业完成全年生产任务的过程
可以有张有弛，但坚守安全生产的红
线意识却要时刻紧绷。涉及生产安
全，从来都不是“走一走”“说一说”

“看一看”就能简单完成的。年末更需
要从业员工严格遵守安全生产程序，
强化安全生产意识，时刻将个人安
全、企业发展和社会保障置于工作重
点；更需要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加强
监督执法力度，切实担负起责任主体
的义务。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将风险
降至最低，让人民群众过好每一个团
圆之年。 据新华社

两高司法解释：

恶意透支信用卡超五万元
将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恶意透支信用卡，数额在五万元以

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将被认定为刑
法规定的恶意透支信用卡“数额较
大”。根据我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
条规定，恶意透支信用卡，数额较
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
罚金

1 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
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经发卡
银行两次有效催收后超过三个月
仍不归还的，即为刑法规定的“恶
意透支”

恶意透支数额较大，在提起公诉前
全部归还或者具有其他情节轻微
情形的，可以不起诉；在一审判决
前全部归还或者具有其他情节轻
微情形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
是，曾因信用卡诈骗受过两次以上
处罚的除外

2

3

必须坚守
安全生产红线

昨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第一时间
赶往张家口探访，发现靠近盛华化工有限公
司厂区大门的310省道路段较其他路段宽出
一倍，当地人称这是为了停放运输化工原料
的大型车。附近算是一个化工园区，除了盛华
公司，还有其他不少化工厂。

因此，尽管道路宽阔，平时经常占道的大
车仍使这段路显得拥挤。事发当天，在盛华公
司附近的310省道路段，依旧停满了运载化工
原料的货车，等待排队到各个化工厂“卸货”，
而货车司机们习惯在车上休息。

“前期是罐车的罐炸，后期油箱炸”

昨日下午，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来到
事发现场周围。在事发地附近新建的加氢站
工作的王伟（化名）告诉记者，自己居住的房
屋距离爆炸现场不足百米。

他称，半夜睡觉时，“砰砰砰”响了好几
声，就跟冲击波似的，连天都变白了。“前期是
罐车的罐炸，响声大的有三四次，后期就是油
箱炸，一排车噼里啪啦响。”对于凌晨发生的
一幕，王伟昨日仍心有余悸，“当时很害怕，没
敢往外跑，我一下从床上趴到地上了，然后连
着又响了好几声。”

“爆炸的时候地震动不大，就跟一阵大风
似的，冲击波一下就过来了。”王伟说，“你要
站在那块儿，如果没有东西挡着，直接衣服都
没了，全部烫伤，幸亏我们在屋里。”爆炸声响
结束后，王伟看到住在路边房子里的人有人
出来救火。“看救不灭，我们拿东西往上风口
跑，空气中能闻到像橡胶烧坏的味道。”

距事故现场约1公里的张家口市桥东区大
仓盖镇梅家营村村民张海告诉记者，爆炸后看
到窗外一片红，家里的玻璃也有震动。

事发前，路上停满大型车辆

一位居住在附近的出租车司机老方告诉
记者，他每天都要从事发路段往返一两次，事
发之前夜里10点多，他从事发路段经过，路上
已经停满了大型车辆。

记者发现，事发路段比310省道的其他路
段要宽阔。老方解释称，厂区门口经常需要停
放用来运载化工原料的大型车辆，因此厂区
的路宽出近一倍。一般来说，车辆停在面向厂
门的外侧车道。虽然道路拓宽，但该路段仍然
拥挤。老方否认了其他人所说的“货车只占一
根车道”的说法，“顶多就留一根车道，其他都
占满了。”

王伟则告诉记者，“这里天天排队，但是
很少有罐车在那里排队，昨天就碰巧有罐
车。”王伟说，大型车辆运载的原料多为易燃
品，拉煤和电石的车最多，罐车也不少。货车
晚上到达厂区附近，需要排队等待卸货，许多
车经常要排到第二天白天才能进入厂区卸下
化学原料等货品。货车司机在等待卸货的夜
里，往往在车内睡觉。“那个地方旅店条件不
好，有时候车里条件比旅店都好。”

王伟称，事发路段出事的大车司机多是
外来的，“一般都不是当地的，当地人谁在那
里待着。”王伟说，“大车司机一般半夜就到
了，天亮了大概早晨8点进场送料，送完料后
再将车开走。”王伟介绍，事发车辆停在310省
道上，靠着省道建有几排房子。爆炸发生后，
前两排房子全着火了。靠马路的几排房子里
住户很少，“加氢站还没建完。”

王伟说的“加氢站”，即为“海珀尔”所属
母公司运营。据此前澎湃新闻报道，张家口正
在发展氢燃料电池公交车，为保障氢气来源，

目前张家口唯一一座加氢站，由北京亿华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亿华通”）运营，海
珀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即为“亿华通”在张
家口建立的子公司，实为一座水电解制氢厂。

伤员主要集中在烧伤科病房

昨日凌晨两点多，李老汉接到儿子同学
的电话，知道儿子出事了。李老汉手机拍摄的
儿子照片显示，其儿子头裹绷带，皮肤上能看
到伤痕。李老汉告诉记者，他的儿子在事发附
近的工厂上班，具体做什么自己并不知情。

“上午还能说话，这会不知道。”
事故发生后，位于张家口的解放军251医

院，第一时间收治了这场事故中的伤员。记者
在医院现场看到，伤员主要集中在外科楼的
烧伤科病房。

伤员家属陆续从各地赶到医院。除了少
数伤者家属来自张家口市区，有的来自市区
外的崇礼等地，还有的来自省外的大同等地。
聚集在楼道的家属，男人们一根根抽着烟，女
人们沉默不语，有的在低声抽泣。记者在烧伤
科病房内看到，一名伤者头部面部均严重烧
伤，皮肤呈现深黑色。许多医生护士在走廊里
来回穿梭。

据国家卫健委官网消息，爆炸发生后，国
家卫健委昨日上午派出卫生应急办公室和北
京积水潭医院、北京安定医院的重症医学、烧
伤、心理危机干预专家共5人，组成国家医疗
专家组，赶赴当地指导伤员救治和心理安抚
等工作。此外，协调北京市儿童医院、解放军
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等单位，积极做好河北
转运伤员的医疗救治工作，尽力减少因伤死
亡和残疾。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炎良
实习记者 庄梦蕾

“砰砰砰”附近居民半夜被惊醒
“就跟冲击波似的，连天都变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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