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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扶余重大道路交通事故

致18人死亡

公安部应急管理部派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调查处置工作
据吉林省扶余市
公安局15时提供的最
新数据，4日5时40分
许，吉林省扶余市（隶
属 于 松 原 市 ，县 级）
514省道39公里处发
生一起重大道路交通
事故。此次事故已造成
18人死亡、1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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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

吉林省委书记、省长
坚决扛起属地责任，全力以赴做好伤员救治

事故发生后，吉林省委书记巴
全生产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
音朝鲁，省委副书记、省长景俊海分
发生，确保人民群众过上一个欢乐
别多次作出批示，对做好事故调查
祥和安全的假期。
处置、保障交通安全等工作进行安
巴 音 朝 鲁 表 示 ，松 原 扶 余 市
排部署。
“10·04”重大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了
4日下午，景俊海紧急主持召开
严重人员伤亡，令人十分痛心。松原
全省交通安全治理专题会议，并强
市要坚决扛起属地责任，全力以赴
调，必须深刻汲取松原扶余市“10· 做好伤员救治、现场处置、安抚善后
04”重大道路交通事故教训，痛下决
等工作，确保社会安全稳定。要彻查
心、举一反三，坚决做好假日期间安
事故原因，深刻汲取教训，严格加强

现场

接 报 后 ，公 安 部 高 度 重 视 ，
公安部党委书记、部长赵克志指
派副部长刘钊带领工作组赶赴
扶余市指导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并要求做好受伤人员救治、事故
原因调查和善后处置等工作；派
出督导检查组，督导各地进一步
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抓好各项管
理措施落实，坚决防止再次发生
重大交通事故，确保人民群众出
行安全。
公安部交管局已召开视频调
度会，通报事故情况，对做好“两
节”假期后半程交通安全工作进
行再动员再部署，并向各地派出
10个督导检查组，深入重点地区、
重点线路进行督导检查。
据记者4日从应急管理部获
悉，针对吉林松原扶余市当日发生
的货车相撞交通事故，应急管理部
已派出工作组赴当地指导地方做
好事故调查处理工作。应急管理部
有关负责人表示，接报后，应急管
理部主要负责人立即到部指挥中
心并作出部署，要求迅速查明原
因，深刻吸取教训，举一反三，采取
更加严密的安全防范措施，有效防
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切实保障人
民生命安全。
事故发生后，当地公安、消防、
卫健等部门迅速展开处置救援工
作。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综合新华社

三车相撞 肇事车辆驾驶室严重变形

节日期间安全生产管理，坚决防止
重特大事故再次发生，确保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
事故发生后，松原市、扶余市主
要领导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全面启
动应急预案，公安、应急、卫生、消
防、交通等部门相关人员迅速展开
救援处置工作。目前事故原因正在
调查，善后工作有序开展。
吉林日报、
@扶余发布

村民称事发路段为新修道路
两月前开始限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了解
到，事发地位于扶余市长春岭镇石
桥乡向西约1公里处。多位石桥村村
民告诉记者，事故中对向车道被撞
的小型普通货车上死伤最为严重，
车上十几人是去附近村庄苞米地打
零工的。
胡先生大概于4日6时许经过事
发路段前往松原市区。他称，路过
事发路段时，现场已有交警处置，
“两辆货车相撞，车牌号被遮挡了
看不见，听围观的人说，货车里面

人挺多的。没过一会儿，交警就让
赶紧走。”
胡先生称，事发的514省道才刚
修好两三年，
“ 路好，平时路上开的
车速度都挺快的。”村民张先生告诉
记者，据他了解，之所以会造成如此
大的伤亡，系因被撞的小型普通货
车“车里装了十多个人，都是去附近
苞米地打零工的农民。
”
多位村民证实张先生上述说
法，并称，
“ 事发后不久道路及被封
锁，
现在还有交警守着。
”

记者注意到，2020年7月27日，
扶余市公安局曾发布关于514省道
限速、测速的公告。通告称，为了加
强辖区道路交通管控能力，有效预
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发生，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道路
通行秩序，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经报
请上级公安交管部门同意，对514省
道23公里至47公里+700米（三骏乡
至长春岭镇）路段进行限速、测速，
限速值：
70公里/小时。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文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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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活水”
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
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
“十
三五”
时期，
我国金融业保持稳健
发展，
抵御风险能力增强；
金融改
革有序推进，金融对实体经济的
支持力度加大，资金结构流向更
趋合理，成为提升我国经济竞争
力的有力支撑。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提升
近年来，
在政策引导下，
金融
机构加大对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
新兴产业中长期资金支持力度，
精准支持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
和“两新一重”
项目建设。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今年前8
个月，银行业各项贷款增加15.2
万亿元，同比多增3万亿元，信贷
资金重点投向制造业、基础设施、
科技创新等领域。
其中，
制造业贷
款增加1.8万亿元，增量较过去4
年总和还多1092亿元。
保险业充分发挥其固有的风
险管理、资金配置等优势，
为实体
经济保驾护航。
截至2019年年末，保险业支
持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
的资金规模分别超过6000亿元和
2500亿元。截至今年8月底，保险
资产管理机构累计发起设立各类
债权、股权投资计划1530只，合计
备案（注册）规模33842.36亿元，
保
险资金源源不断流入实体经济。
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
“十三五”时期，银行保险机构持
续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
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金融服
务实体经济的质效进一步提升。

金融创新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金融创新让许多企业获得实实
在在的收益。
今年以来，
金融部门引
导银行机构根据企业实际生产和融
资需要，
创新贷款模式，
不断加大对
民营和小微企业信贷投放力度。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
至今年8月末，我国小微企业贷款
余额30.8万亿元，是2017年末的
1.26倍；支持小微经营主体3062
万户，
是2018年末的1.43倍。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
长朱民表示，当前服务业已经成
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小微企业发展活力足，对金融的
需求日益增加。要推动间接融资
和直接融资平衡发展，完善多层
次资本市场。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
前8个月，
银行保险机构新增债券投资约7万
亿元，
有力保障国债、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发行以及企业债券融资。
坚守服务创新型、创业型、成
长型中小企业定位的新三板，改
革创新稳步推进，直接融资功能
不断提升。全国股转公司数据显
示，
今年上半年，
新三板市场融资
106.29亿元，环比上升17.43%。截
至7月20日，新三板合格投资者数
量已超过151万户。

金融抵御风险能力增强

日前，
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
会发布《关于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
机制的通知》，
旨在有效防范金融风
险，
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稳定运行。
这是近年来我国遵循金融发
展规律，
完善金融调控、防控金融
风险的一个缩影。
“ 十三五”即将
收官，金融领域重大风险得到有
效防控：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势
头得到遏制，影子银行无序发展
得到有效治理，高风险金融机构
处置取得阶段性成果。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前8个
月，
银行业加大拨备计提力度，
新
提取拨备1.4万亿元，同比多提取
2615亿元，目前拨备余额达6.5万
亿元，拨备覆盖率176.5%，具备较
强的信用风险抵御能力。
截至二季度末，保险公司平
均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242.6%，平均核心偿付能力充足
率为230.4%，均保持在合理区间
较高位运行。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
济稳。
新起点上，
金融各行各业将
持续向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发力、
聚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
质量和效率，促进经济与金融良
性循环。
据新华社

过节堵路上，
“来吃免费面”
广东一家人用碗面温暖了回家的路

白宫医生说
特朗普新冠症状有所缓解
消息人士称未来48小时很关键……

美国白宫医生肖恩·康利3日说，
正在接受新冠治疗的总统特朗普目
前症状有所缓解。
康利在特朗普就医的马里兰州
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特朗普3日早晨
“状态非常好”，1日曾出现轻微咳嗽、
鼻塞并感到疲劳，所有这些症状均有
所缓解和改善。他说，感染新冠病毒
一周，特别是7天到10天是确定病程
的关键期。
出席新闻发布会的另一名医生
肖恩·杜利说，3日早晨特朗普的心
率、肾功能和肝功能等指标正常，无

需吸氧，呼吸和行走没有困难。医疗
团队正密切跟踪新冠病毒或相关疗
法可能给特朗普造成的并发症。
另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新闻发
布会结束不久，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
人士对媒体表示，特朗普过去24小时
的状态令人担忧，未来48小时是治疗
的关键期。
特朗普2日凌晨证实他与夫人梅
拉尼娅感染新冠病毒，当天傍晚被送
往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
受治疗。康利表示，自确诊以来，特朗
普已接受“多克隆抗体鸡尾酒疗法”
以及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治疗。

相关链接

白宫及特朗普竞选团队等
20多人确诊

白宫医生肖恩·康利

特朗普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后，多名和他有过接触的人新冠
病毒检测也都呈阳性。截至目前，
白宫、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及相关
人员中已有20多人确诊，而其中
多人均在上月26日参加了在白宫
玫瑰园举行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提
名仪式。
据美国媒体梳理，
目前新冠病
毒检测呈阳性、
并出席了上周最高
法院大法官提名仪式的人员中，
除
了特朗普本人以外，
还有第一夫人
梅拉尼娅、特朗普的顾问霍普·希
克斯、前顾问康威、圣母大学校长
约翰·詹金斯、犹他州共和党参议
员迈克·李和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
参议员汤姆·提利斯。当天的仪式

上，
嘉宾坐的椅子之间没有任何间
隔，
只有部分人戴了口罩。
而没有参加玫瑰园提名仪
式，但在近日与特朗普有过密切
接触并确诊感染的人士包括特朗
普的竞选经理比尔·斯蒂芬、共和
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纳·麦克丹
尼尔和新泽西州前州长克里斯·
克里斯蒂。
此外，还有至少3名驻白宫记
者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另据美国
全国广播公司报道，
此前参加过总
统大选第一场辩论会的人中，
至少
有11名工作人员也确诊感染了新
冠病毒。白宫医疗部门表示，目前
正进行密切接触者的追踪工作。
综合新华社 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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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最新
医院工作照来了

女儿伊万卡3日晚发布
当地时间10月3日晚间，美国
总统特朗普之女伊万卡发布了父
亲穿白衬衫在沃尔特·里德国家
军事医疗中心总统套房中工作的
照片。
“没有什么能阻挡他为美国
人民工作。坚持不懈！”伊万卡在
推特上写道。这条推特附上了一
张特朗普在医院办公的照片，照
片中特朗普身穿白色衬衫，手里
拿着一份文件。3日早些时候，特
朗普在推特上发布了一段视频，
他在视频中称自己“好多了”，
“我
想我会很快回归”
。
据澎湃新闻

孩子举牌邀大家吃免费面
近日，
“ 小孩举牌喊‘来吃免
费面’
，广东一家人为堵在路上的
人送食”
的视频在网上热传，
视频
中，
有居民在路旁煮面，
小孩子举
着牌子在喊“有免费的面吃，
大家
快来吃”。10 月 3 日，记者了解到，
事发是在 10 月 1 日晚的清远一小
区附近，小区有居民自发为堵车
人员送食。
一位目击者称，
现场附
近路段从 10 月 1 日凌晨起便开始
堵车，参与送食的居民从当天晚
上大约从六七点一直忙到晚上
11 点左右。
视频显示，
清远一路段堵满车
辆，路旁有居民现场煮面条等食
物，
分发给其他人，
有的人也在现
场等着吃面，
还有几个小孩举了牌
子，
对着堵在路上的人高喊“有免
费的面吃，
大家快来吃”
。
记者了解
到，事发是在 10 月 1 日晚，在清远
市清新区清和大道一小区附近。
视频在网上热传后引起了不
少人关注，
有网友称非常感动，
居
民用一碗面温暖了很多人的回家
路。
也有网友称，
家长的这一做法
也是耳濡目染的言传身教，对孩
子来说是最好的教育。

10 月 3 日，在该小区底层经
营百货店的李先生对记者称，据
他了解，小区附近的路段从 10 月
1 日凌晨起就发生了拥堵。
“以前
也有过堵车的情况，但是今年可
能比较特殊，
出行的人比较多，
所
以堵车时间也比较长。
”
10 月 1 日晚，因为要照看百
货店的生意，李先生没有参与到
给堵车路人送面的过程中。
“当时
参与的就是住在小区里的居民，
他们过来店里买东西都会和我们
打招呼，
互相认识。
当时他们主要
是做了简单的面，更多是想让路
人填饱肚子。”李先生说，他看到
居民是从当天晚上六七点左右开
始到楼下煮面，差不多忙到晚上
11 点才回家休息。
“ 他们也准备
了一次性的餐具，我看到是有人
端着面之后就回到了车上。”
视频在网上走红后，李先生
说也有人跟他问过当时情况，他
觉得平时和这些居民相处也觉得
他们非常友善，这次居民自发煮
面送食可能也是希望堵车人员能
放平心态，在路上也能吃到热乎
的食物。
北青-北京头条

外交部提醒中国公民警惕赴缅北地区的招工信息
据外交部“领事直通车”
微信
公众号 3 日消息，近日，国内公安
机关接报多起中国公民被骗往缅
甸北部地区，
进而遭绑架、非法拘
禁、敲诈勒索、强迫卖淫的刑事案
件。
不少中国公民轻信“赴缅甸打
工”
的招募信息，
赴缅后被强迫从
事电信诈骗、
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
如受害人拒绝或不能完成
“业绩”
，
犯罪嫌疑人即实施殴打、
拘禁、
敲诈
勒索、
强迫卖淫等犯罪行为。
消息说，
目前，
缅北地区涉我
人员犯罪案件高发。外交部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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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和公安部刑侦局提醒广大中国
公民提高警惕，
通过正规、合法的
劳务中介外出务工，切勿轻信赴
缅北地区的招工信息。如遇紧急
情况，请及时向当地和国内公安
机关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当地使
领馆寻求帮助。
消息说，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
偷越国（边）境、电信网络诈骗和
赌博活动是违法犯罪行为，害人
害己，
公安机关将严厉打击，
请广
大公民切勿从事相关活动。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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