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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使用年限100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新掩体正式投用

温故

切尔诺贝利穿上

2016 年 4 月 26 日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 30 周年之际
新华社曾刊发这篇国际时评

“百年新衣”

让我们再读一遍：

切尔诺贝利
殇之思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新掩体是一个外观呈拱形的钢筋混凝土结构防护罩 新华社发
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新掩体管理权 10 日从跨国合资公司“诺瓦卡”移
交至乌克兰政府，并正式投入使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日出席了新掩体投入
使用的专门仪式。
据悉，
新掩体耗资约 15 亿欧元，
设计使用年限达到 100 年。

新掩体外观呈拱形“石棺”之上再覆“金刚罩”

7 月 10 日拍摄的新掩体内部 新华社发

数读
新掩体

新掩体是一个外观呈拱形的钢筋混凝土结构防护罩，设计使用年限 100 年，
其长度为 162 米，高度为 108 米，总重量约 3.6 万吨。新掩体内部安装有吊装设备，
以便对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4 号机组反应堆的“石棺”进行修理，并处理反应堆中的
残留核废料。
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可移动建筑物。
新掩体建设始于 2012 年，耗资约 15 亿欧元，其中主要出资方欧洲复兴开发
银行提供了 7 亿多欧元，另有数十个国际捐助方为这一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新
掩体主体部分于 2016 年 11 月底竣工并覆盖到 4 号机组反应堆的“石棺”之上，之
后新掩体建设进入其他设备安装和调试阶段。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
人类史上最惨重核灾难

世界最大可移动建筑物
耗资：
约 15 亿欧元
寿命：
设计使用年限 100 年
长度：162 米
高度：108 米
总重量：约 3.6 万吨
外观：呈拱形，系钢筋混凝土结构防护罩
内部：
安装有吊装设备，以便对“石棺”
进行修
理，并处理反应堆中的残留核废料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北约 110 公里处。1986 年 4 月 26
日，该核电站 4 号机组反应堆发生爆炸，造成 30 人当场死亡，逾 8 吨强辐射物泄
漏。这起事故还使核电站周围 6 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受到直接污染，320 多万人受
到核辐射侵害，成为迄今人类和平利用核能历史上最严重的事故，也是迄今人类
历史上最惨重的核灾难。
为防止进一步核泄漏，苏联政府用水泥浇筑成“石棺”，把 4 号反应堆仓促封
存，但这一处置方式一直存在泄漏风险，且“石棺”使用寿命只有 30 年。10 多年前
“石棺”
开始出现裂缝和破损，
于是新掩体建设被提上日程。

1986 年 4 月 26 日，位于乌克兰北部靠近白俄
罗斯边境的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4 号机组突然
发生爆炸，造成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核
灾难。尽管 30 年过去了，但这场灾难犹如一场难
以熄灭的大火，
仍带给人们无尽的伤痛和反思。
渡尽劫波伤犹在。核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危害
主要是甲状腺、血液系统和淋巴系统的病变，其
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甲状腺癌。根据世界卫生
组织统计，与事故前相比，白俄罗斯核污染地区
儿童罹患甲状腺癌的病例增加了 33 倍。
如今，在白俄罗斯、乌克兰等核事故受灾国，
仍有约 500 万人生活在核污染区内。监测核辐射
水平、
清理土壤中的污染物、
为受辐射人群提供康
复治疗……事故善后工作成为了一场旷日持久、
代价高昂的战役。白俄罗斯外长马克伊日前在联
合国总部出席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纪念摄影展时表
示，
在消除核污染方面，
国际社会的援助还远远不
够，
尚不清楚需要多少年可以完全清除污染。
切尔诺贝利之殇，
举世震撼。
然而，
25年后日本
福岛发生的核事故却表明，
人类似乎并未真正痛定
思痛。
乌克兰国家环境中心能源政策专家帕休克直
言：
“如果能吸取切尔诺贝利教训，
尤其是对紧急情
况常备不懈，
福岛核事故的后果不会这么严重。
”
30 年后，
人们再次纪念切尔诺贝利，
是为了牢
记
“谎言是最大的魔鬼”
的训诫。
作为人类和平利用
核能史上仅有的两次7级核事故，
切尔诺贝利核事
故和福岛核事故虽然在性质上有所区别，
但都暴露
出信息公布不及时、
不充分的痼疾。
切尔诺贝利核事
故发生后，
苏联政府对本国民众和国际社会封锁信
息并反应迟缓，
加重了生命财产损失。
而日本政府则
在福岛地区儿童甲状腺疾病高发、
农产品污染等问
题上遮遮掩掩，
引起受灾民众和邻国强烈不安。
30 年后，人们再次纪念切尔诺贝利，更是为
了警示人类摈弃偏见、加强合作。核安全无国界，
但当前在核事故善后方面，国际社会尚未形成统
一标准，对责任国也没有统一追责制度。在此情
况下，
各国尤当严自律、
共合作。
“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安全是核电发
展的命门，无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还是福岛核电
站，事故发生前皆号称安全系数极高，但结果却
是极小概率事件酿成了大灾难。在广泛和平利用
核能的时代，人类无需谈核色变、因噎废食，但当
认真思考如何与核同安、
为核而
“合”。
本组稿件据新华社

商务部：
中美经贸团队正在
就下一步具体安排保持沟通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11 日表示，
双方经贸团队将按照两国元首大阪会晤
共识的要求，在平等和互相尊重基础上重
启经贸磋商。目前，中美经贸团队正在就
下一步具体安排保持沟通。
高峰是在当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
会上作出上述表示的。
7 月 9 日晚，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双
方牵头人通话，就落实两国元首大阪会晤
共识交换意见。高峰说，双方经贸团队正
在认真落实两国元首会晤共识。
“中方对于磋商的立场是一贯的、明
确的，中方的核心关切必须得到妥善解
决。”高峰说，相信双方通过平等对话，照
顾彼此合理关切，一定能够找到解决问题
的办法。这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
也符合整个世界和世界人民的利益。
近期，美方决定对此前加征关税的
110 种中国商品免征关税，对此，高峰表
示，据了解，这是美方正常的关税排除程
序。中方也已建立了相应的关税豁免机
制，
将根据企业申请进行处理。
高峰还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真正落实
承诺，尽快停止动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企
业的错误做法。
据新华社

青岛成立三个调查组
依法查处地铁相关问题

青岛地铁连续发生安全事故和质量
举报事件，引起广泛关注。记者 11 日从青
岛市委相关部门了解到，青岛市已成立专
门调查组，认真依法查处地铁相关问题，
青岛地铁一号线公司总经理已被停职；全
面排查在建公共设施建设质量，对发现的
问题决不姑息。
据介绍，按照山东省委省政府要求，
青岛市委市政府已成立由院士为组长的
事故调查组，由市纪委市监委、公检法机
关等组成的执纪执法调查组，由住建部
门、律师、专家等组成的工程质量调查组，
依法从严彻查地铁相关问题。
5 月 27 日，由中铁二十局施工的青岛
地铁 4 号线沙子口静沙区间施工段坍塌，
5 名被困工人全部遇难；7 月 4 日，由中铁
十九局承建的青岛地铁 1 号线胜利桥站
施工围挡处发生塌陷，造成 1 名施工人员
死亡。此外，青岛地铁 1 号线一外部电力
管道工程施工方近日自曝违规施工、偷工
减料，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据新华社

连续5年深入贫瘠之地
融创身体力行培养
“好苗子”
育的“英苗夏令营”，并且实现小学到
高中的全学龄段覆盖，深度、长线、可
持续地为贫困地区孩子提供多样化
选择。
2019年，融创公益还实现了与多
个品牌活动结合。在6月22日健走未来
成都站活动中，2000余名融创四川业
主达成517万步成绩，并兑换、捐赠了
200余套图书及学习物资。今年，融创
更计划在教育扶智中，将英苗计划扩
增4所帮扶学校，
达到9所。

享受到好的教育资源、快乐成长，对于城里的孩子来说不过是
一个简单的要求。然而，对于交通不便，家庭贫困的山区孩子来说就
变得困难许多。
还好，每年初夏，都有一群由融创员工、业主、媒体等组成的“融
创义工联盟”，从全国30多座城市出发，用爱心和切实的行动去为
偏远地区的“好苗子”编织更好的读书梦想。
6月7日，已举行5年的“融创英苗培养计划”再次启动，西南区
域站共20余名“我心公益”义工，从成都出发，赶到了位于遂宁大英
县隆盛镇的石门小学，开始了为期三天两夜的帮扶计划。

关于未来

持续承担责任，
是一家企业最美好的发展

融创义工在大英县石门小学

持续5年

将爱与支持
“融”入孩子的生命
大巴车沿着山路盘旋，路两旁是
陡峭的地势，
和远方望不到边的山头。
两个多小时后，大巴车终于抵达了大
英县石门小学。
1951年创立至今，石门小学已走
过半个多世纪办学历史。但遗憾的是，
这个大山里的学校，受限于山区的自
然环境，学校硬件设施落后，能供学生
学习的物资稍有欠缺。
了解到学校的切实需求后，融创
义工联盟此行专门为学校建立了“英
苗书屋”
，并送上了包括衣服、书包、画
笔等价值约10万元的物资。
24岁的王淇，是此次义工中的一
员，也是融创的一名业主。她说，
“自己
小时候，父母忙于事业，从小就知道缺
少关爱的感受。
”在看到融创招募义工

的消息后，便第一时间报名参与。
听说本次的帮扶对象之一聂梅是
一个和爷爷相依为命的孩子，愿望是
给爷爷买一套衣服，
她深受感动，
专门
给孩子的爷爷带去了夏天的新衣，她
说：
“爷爷您放心吧，
聂梅是个好孩子，
以后一定会成才的。
”就这么简单的一
句话，原本有些认生的聂梅也凑到跟
前，发自内心地笑了。
融创此次重点帮扶的是小学一到
五年级60名品学兼优的学生，他们大
多是家庭贫困的留守儿童，最远的学
生每天上学需走两小时山路，但就在
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却能保持早上6点
多到学校。
廖婷是一名五年级的学生，父亲
已经五十多岁，母亲的身体有一些疾
病，家里又有5个兄弟姐妹，父亲无法
离开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妻儿，只得
留在家里照看。
好在廖婷争气，
获得的
奖状贴满了墙壁，在融创送来家里需
要的生活物资和学习用品时，一向懂

融创将持续承担社会责任
事的廖婷没有更多的语言表达，只一
个劲地说“谢谢”，可满眼是感激与更
加刻苦的决心。

融创公益怎么做？
不止于眼前，
关注可持续性

“一个盲人打着灯笼在夜间行走，
旁人都不解。而掌灯的人表示虽然自
己看不到灯光，但是灯光可以照亮旁
人，也可以防止自己在黑夜中被别人
撞到。
”
这盏灯，
就是公益。
融创曾用这番话来阐述他们理解
的公益。在这盏灯的光照下，融创“英
苗培养计划”已经开展5年，是融创结
合自身教育资源，助力城乡教育均衡
化、推动贫困地区儿童发展的综合型
教育扶智项目，至今已经为30多所学
校，近万名山区儿童带去了生活和教

责编 邵洲波 美编 唐倩 校对 陈婕

融创义工给孩子的爷爷送去新衣
育上的帮助。
每一年，融创“英苗培养计划”都
在不断改进和升级。比如此次的“英
苗书屋”，就是适应相应的年龄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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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捐赠，旨在硬件设施提升；此外
还有包含名校结对和精准帮扶，针对
勤奋好学的贫困学生重点帮助的“英
才培养计划”；以及提升综合素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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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融创在西南地区已经
稳定发展16年。
深耕不止，
公益不止。
而且，
在公益的路上，
不单是西南
区域，整个融创集团都从未停止过自
己的脚步：
从对留守儿童的关注，
到对
贫困地区、灾区的捐助；从捐建35座英
苗书屋到捐建四川大凉山等“红丝带
爱心学校”；从成立融创公益基金会，
到聚焦教育扶智、乡村振兴、古建保护
三 大 领 域 ，再 到 启 动 全 员 公 益 计 划
……截至目前，已累计投入约6亿元人
民币。
在2018年8月8日，融创公益基金
会正式成立，这标志着融创的公益从
单一的捐赠、救济，向可持续性的产
业、教育扶持升级，
更加坚定了融创在
公益事业上的决心。
中国社科院CSR研究中心发布
的《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2018）》显
示，
扶贫实践和成效、精准扶贫规划等
成为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议题中的新
关注点，越来越多的企业主体通过扶
贫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对 于 融 创 而 言 ，2018 年 地 产 销
售规模迈入全国TOP4，企业战略定
位 也 更 新 为“ 中 国 家 庭 美 好 生 活 整
合服务商”，这就能够看出在规模扩
大 的 同 时 ，融 创 更 加 重 视 企 业 社 会
责任的承担。
因为在融创看来，持续承担社会
责任，
才是一家企业最美好的发展。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