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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红码等考生
不得参加春季高考？
天津教育招生考试院凌晨修改条款

据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5月19日消息，自5
月15日，天津本轮疫情4天内已累计报告感染
者57例。受疫情影响，天津市春季高考网5月18
日晚发布公告，天津春季高考将延期至6月12
日进行。其中规定，考生若为新冠肺炎阳性感染
者及其密切接触者、密接的密接，或为天津健康
码“红码”，或处于集中隔离、居家隔离状态，或
处于天津市封控区内，不得参加考试。

5月19日凌晨，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
发现，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对有关条款作出
修改，调整为：考生若为新冠肺炎阳性感染者及
其密切接触者、密接的密接，或为天津健康码

“红码”，或处于集中隔离、居家隔离状态，或处
于天津市封控区内，不在常规考点参加考试。

为何延期举行？设置几类考点？19日凌晨，
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就春季高考延期热点
问题作出回应。

一、春季高考为什么延期举行？
答：我市春季高考原定于3月19日举行。

受疫情影响，我市将春季高考延期至5月21日
举行。由于近期我市部分区域突发疫情，有部
分考生受到疫情影响。为了切实保障广大考生
和考试工作人员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确保防
疫组考安全，经综合研判，我市决定将春季高
考调整至6月12日举行。

二、春季高考共设置几类考点？
答：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我们根据教育部

和我市防疫组考的要求，设立了常规考点和重
置考点。其中，天津健康码“绿码”、持规定时间
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经测温正常的考生，
在常规考点参加考试。新冠肺炎阳性感染者及
其密切接触者、密接的密接，或天津健康码“红
码”，或处于集中隔离、居家隔离状态，或处于
封控区的考生，以及不能提供相关核酸检测证
明的考生，因具有一定的疫情传播风险，规定
不得在常规考点参加考试，要在重置考点参加
考试，以做到“应考尽考”。

三、重置考点如何安排？
答：一是医院考点。将天津市海河医院作为

医院考点，用于新冠肺炎阳性感染者的考生进
行隔离考试。考场为单独一个房间（病房），同时
配备专门的医护人员，全程监控考生身体状况。

二是隔离考点。一般为隔离留观宾馆，用
于新冠肺炎阳性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密接的
密接，考试期间仍处于集中隔离、居家隔离状
态，或处于封控区，或天津健康码“红码”，以及
入境人员、中高风险地区来津人员等高风险人
员考试。考场按照考试的要求进行布置，考生
一人一间。

三是独立考点。每个考区均设立一个独立考
点，为正常标准化考点，独立考点按照大型隔离
考场要求设置，如需要进入隔离考点考生较多，
则单独设置独立考点供除高风险（新冠肺炎感
染者的密切接触者、密接的密接、入境人员、中
高风险地区来津人员、需集中隔离的重点涉疫
地区人员等）人员以外的隔离或居家医学观察
考生使用。 综合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新华网

5月18日下午，杭州地铁金沙湖站
出现大量积水，杭州地铁1号线暂时在
金沙湖站停车，并临时关闭。现场视频
显示，杭州地铁金沙湖站站台顶部出现
漏水，水流蔓延到站台后，流向地铁隧
道。有杭州市民表示，地铁 1 号线在经
过金沙湖站时，她能清楚地看到水流从
站台顶部滴到车厢，从车厢撤离出地铁
口时，水位一度高至膝盖。

18日下午，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从杭州地铁处获悉，事故原因系当天
下午 3 点金沙湖公园下沉广场出现管
涌，湖水外溢致使金沙湖地铁站形成涝
水。当晚11点，“钱塘发布”通报称，金
沙湖公园漏水处围堰已筑牢，地铁站已
停止进水。

5 月 19 日，据杭州地铁官方消息，
地铁1号线已恢复通车，金沙湖站于17
点 30 分恢复运营。运营方杭州杭港地
铁有限公司相关人士表示，事故报告将
通过官方发布。

官方：系湖水外溢，无人被困

据了解，杭州地铁1号线为湘湖至
萧山国际机场线路，全程33个站点，途
经萧山区、滨江区、上城区、拱墅区、钱
塘区等5个地区。

5月18日当天，乘客李先生和往常
一样，从“凤起路站”上车，计划坐到“文
海南路站”转线，中间途经“金沙湖站”。
李先生向记者回忆，傍晚，车厢行驶途
中，显示屏上突然只有“九和路”是亮着
的，其余站点都暗了下来。身边的不少
乘客不时看向站点显示屏，他才意识

到，显示屏的变化是在通知乘客运营线
路调整。

因金沙湖站受进水影响，许多乘客
被安排在金沙湖站前四个站的“九和
路”下车。李先生称，19点20分左右，他
从九和路站下车，地铁站台内的广播一
直播报着运营线路的调整，站内工作人
员比平时多了不少，引导乘客前往A出
口乘坐接驳车。

随人流出站时，李先生看见接驳车
正一辆辆地开过来，“下车后所有人都
比较有秩序，我看到乘客也都很冷静。
现场大概有 10 辆车左右，我等了两三
分钟就上车了。”一位同样在九和路下
车的市民梁先生告诉记者，地铁站外的
人流堪比“春运”。李先生在接驳车上看
到，大量的人聚集在马路两侧，人流大
概绵延了200米以上。

18 日下午 7 时 45 分，“钱塘发布”
官微通报，18 日下午 3 点，金沙湖公
园下沉广场出现管涌，湖水外溢致使
金沙湖地铁站形成涝水。相关部门立
即组织应急抢修，开展管涌封堵和积
水外排，现场人员已全部疏散，无人
员被困。

专家：管涌或因湖底发生震荡

此次管涌是如何产生的？多位杭州
市民认为，可能是附近正在施工所致。
据当地市民介绍，金沙湖公园中有一个
人工湖，去年12月底竣工，目前还未正
式对外开放。华南地区一位资深地铁工
程师告诉记者，施工只是发生管涌的其
中一个可能性，但目前尚未看到附近有

施工的相关报道。
这位工程师指出，“一般而言，没有

机械扰动的话，土体是可以维持一个平
衡状态的。如果附近有施工或是机械振
动，对土体造成一些扰动的话，就有可
能造成管涌。”

该工程师介绍，修地铁时，一般是
在地铁周围挖一个基坑，做地下连续挡
水墙，或者是打上间距 1 米至 1.5 米的
围护桩，中间通过固定网片喷上混凝
土，后者只稍微起到挡土的作用，没有
防水作用。“据现场视频和通报来看，发
生管涌的可能原因是湖底发生震荡，水
流带着泥沙往下沉广场方向冲。由于地
势原因，湖水流进下沉广场后，就通过
修建在下沉广场中的地铁出入口，流进
地铁站。”

华南理工大学黄国如教授向记者
介绍，简单理解管涌，一般指的是堤防
管涌。地下渗流的流速很慢，土体会因
此形成孔穴。水在孔穴中流速增大，就
会引起细颗粒被冲刷带走的现象，导致
水出现管涌。“管涌的危害就是使堤防
的水闸、地基、土壤骨架被破坏，之后被
掏空，引起建筑物塌陷，形成严重的决
堤、溃坝。”

黄国如教授指出，“每年夏天地铁
进水不是个案，管涌有的比较慢，时间
一长，土冲掉后，水就冲出来了。下沉广
场地势较低，下面还有土壤，可能是地
基的问题，但地基漏水也不会漏这么
多，具体情况还需要现场分析。”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蔡晓仪 潘俊文 实习生 祝越 杨芸

综合澎湃新闻

民航京广大通道贯通
“双车道”变“四车道”

19日零点，民航京广大通道（南段）正式启
用，标志着连接京津冀与粤港澳大湾区两大城
市群的南北空中大通道全面建成。

中国民用航空中南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
通报，京广大通道的实施，实际上重构了“两上
两下、单向循环”的天路布局，即由过去的单上
单下“双车道”变为双上双下的“四车道”，可有
效减少交叉和汇聚拥堵节点，提升民航运行的
安全性和航班运行效率。

京广大通道建设自 2014 年起开始酝酿，
此后，西线和北段相继开通。

京广大通道作为民航“10+3”大通道建设
中的第7条，是全国干线航路网南北交通大动
脉，全线近2000公里，连接京津冀与粤港澳大
湾区两大城市群，辐射广西、湛江和海南地区
机场群，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中南空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京广航路全
年保持高位运行，日均架次超过1200架次，具
有“飞行流量密集、航路衔接拥挤”的显著特
点。此次空域结构调整，新辟和调整航路航线
共19条，新增航线里程达2313公里，直接惠及
京广沿线的8个千万级机场。 据新华社

侵害袁隆平院士名誉荣誉案宣判
被告当庭道歉

5月19日上午，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对公益诉讼起诉人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
院诉被告张某侵害著名农业科学家袁隆平名
誉、荣誉一案公开开庭审理，法院当庭宣判，被
告张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国家级
新闻媒体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诉称，被告张
某于2021年5月22日至5月24日期间利用境
外信息网络平台，公然发表、转推侮辱、诋毁袁
隆平院士的推文共计9条，相关推文被他人留
言10条，被转推36次，被点赞275次。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
八十五条、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在经依法征
询袁隆平院士近亲属的同意后，向天津二中院
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要求张某在国家级新闻
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宣判后，被告张某表示服从判决，并当庭
宣读了向袁隆平院士及其亲属的致歉信，对其
发表的不当言论向袁隆平院士及其亲属致以
诚挚的歉意，对其行为表示深深的懊悔，并保
证以后绝不再发表侵害英雄烈士名誉的不当
言论。 据新华社

杭州地铁回应站点涝水因湖水外溢
专家：或因湖底发生震荡 导致出现管涌

女子80多万积蓄存多家村镇银行
连续29天无法取出

银保监会：银行股东利用第三方平台吸收公众资金，涉嫌犯罪被查

■ 5月16日是白女
士取不出存款的第29天。
把钱存入了银行怎么还会
出问题呢？白女士实在想
不明白，很多跟白女士一
样的储户也大为震惊。

■“白女士们”存钱
的银行为河南的村镇银
行。承诺高于四大行的利
息，白女士将自己和父母
的80余万积蓄，陆续存
入了河南3家村镇银行。
今年4月18日起，多家村
镇银行陆续关闭了线上业
务，银行发布公告，称是系
统维护。

■ 存款金额从几万
元到数百万元甚至更多，
“白女士们”在这近一个月
的时间内想尽了办法，“希
望相关部门尽快推动一
下，让我们把血汗钱早点
取回来。”

上海的叶先生今年2月底通过禹州新民生
银行的微信小程序购买了200万元的存款产品

“7天通知”，“一是利息高一点，二是比较灵活，
每七天就能取一次。”2个月后准备用钱时，叶先
生发现无法提现，“银行客服一开始说系统维
护，后来我换了好几个网点打电话问，客服都说
查不到我的信息，让我报警。”

记者注意到，在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官
网，4月18日曾发布公告，银行于4月18日对系
统进行升级维护，银行的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将暂停服务。此外该行的客服热线提示音中提
到“不法分子利用我行线上渠道进行经济犯罪
活动，我们暂停了线上渠道业务，现已报案，请
大家保持理性，以官方公告信息为准，不传谣

不信谣，耐心等待……”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有储户提供了一段跟

110接警员的录音。接警员称警方已介入调查，
初步发现相关银行和河南新财富集团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合作，后者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目前已处于立案侦查阶段。看到上述报道
后，有储户担心，他们的存款会被定性为非吸
资金。不过也有储户认为，他们是正常在银行
存款，不管银行拿他们的存款进行了什么操
作，这都与储户无关，都不应该限制储户的正
常提现行为。

5月16日记者拨打禹州市公安部门相关电
话，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他只负责登记储户信
息，其他情况不便告知。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银行股东涉嫌违法犯罪
公安机关已立案调查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5
月 18 日表示，近日，银保监会与
人民银行持续关注河南4家村镇
银行线上服务渠道关闭问题，已
责成河南银保监局和人民银行郑
州中心支行切实履行属地监管职
责，密切配合地方党委政府和相
关部门稳妥处置。

该负责人表示，据了解，4家
村镇银行股东——河南新财富集
团通过内外勾结、利用第三方平
台以及资金掮客等吸收公众资
金，涉嫌违法犯罪，公安机关已立
案调查。目前 4 家村镇银行营业
网点存取款业务正常开展，凡依
法合规办理的业务均受到国家法
律保护。银保监会与人民银行将
密切配合地方党委政府和相关部
门，严惩金融犯罪，依法保护广大
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银保监会与人民银行提醒广
大金融消费者，办理金融业务选择
正规渠道，不被“高息”“高收益”等
虚假宣传误导，不轻易将资金委托
给第三方代办，防止上当受骗。

取不出存款的第取不出存款的第2929天天
储户：一等再等，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不法分子经济犯罪不法分子经济犯罪？？
有储户担心存款会被定性为非吸资金

综合新华社、齐鲁壹点APP

最 新 进 展

现场画面显示，杭州地铁金沙湖站站台顶
部出现漏水 视频截图

白女士已经将社交平台的昵称改为“河
南三家村镇银行还我存款了吗”，每天她都
会转发多条与此相关的信息。

白女士昵称中提到的河南三家村镇银
行，分别是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河南上蔡
惠民村镇银行、河南拓城黄淮村镇银行。据
储户反映，除这三家外，还有两家村镇银行
出现同样问题，分别为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
和安徽固镇新淮河村镇银行。公开信息显

示，除开封新东方村
镇银行外，另外四家
银行的第一大股东
都是许昌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白女士通过一款名为“度小满”
的 App 开始往河南三家村镇银行存款，“利
息要比四大行高一些。”这几年白女士陆续
往三家银行存入了约80万元，其中包括她在
其他银行的存款，自己每月的工资，还有父
母的退休金。

4月19日，白女士想取钱时发现了异常。
“银行提示系统维护。”随后白女士在一个微
信群中看到，很多储户反映，银行从18号就开
始了“系统维护”，储户们不能再在线上进行
存取款的操作。一遍遍打银行客服电话，各种
渠道投诉，求助媒体……5月16日，是白女士
取不出存款的第29天。她在社交平台说，“一
等再等，失望透顶，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一类卡和二类卡一类卡和二类卡
“系统维护”期间 有储户取出过现金

其 实 自 从 多
家村镇银行在4月
18日开始“系统维
护”后，也有储户

取出过现金。家在禹州的任先生告诉记者，他
的朋友在5月4日这天，从银行柜台取出了十
几万元。“他是一类卡，我是在线上办理的二类
卡，我的钱取不出来。”任先生在禹州新民生村
镇银行有2万元左右的存款。2019年他在银行
办理了一张一类卡，随后开通了二类电子卡，
用于收款。

4月19日，任先生登录银行App准备提现
时，提示“系统维护，请去柜台办理。”随后任先
生就近找了一个银行网点，发现银行里排队的
人很多，“我当时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听有些人
打电话，提到‘取不出钱了’这种话。”柜台工作
人员告诉任先生，他的卡属于二类卡，无法提

现，“后来又去了柜台几次，都是同样的理由。”
“一类卡可以取出，但需要预约排队。”任

先生的朋友从4月24日开始预约，最终在5月4
日这天，从银行柜台取出了全部的存款。

济南的张先生办的也是一类卡，但他却没
有任先生的朋友这么幸运。2019年张先生到河
南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办理了一张一类卡，后
来通过线上转账的方式，购买了几百万元的存
款产品。

4月18日，张先生从网络上看到有储户反
映无法提现的问题后，登录银行App，发现提现
有了限额，“以前是没有限额的。”随后两天，张
先生通过线上转账和线下ATM机提现几万元
后，他的提现限额成了 0。那段时间因疫情原
因，张先生没法赶到开封市。在一些维权群里，
张先生看到很多手持一类卡的外地储户即使
赶到了当地，也被告知无法提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