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警惕形成货币金融紧缩效应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结束，使美元持续走强，导致我国资金外流速度加快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表示!

据新华社北京8月27日专电（记
者姜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
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近日接受中国
政府网在线访谈时表示，当前应警惕
形成货币金融紧缩效应。适时降准降
息、通过货币政策适度调整，有助于保
持合理流动性，为稳定经济增长提供
必要的货币金融环境。
“去年以来，各国货币政策针对自身

需要都进行了较大调整。特别是美国量化

宽松政策的结束使美元持续走强，导致我
国资金外流速度加快，国内货币金融环境
受到影响趋于明显。”张立群说，“7月份各
项需求指标变化已经一定程度反映了这
一苗头。发展下去，就会形成货币金融紧
缩效应，将约束投资和内需增速下降。”

张立群表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
银行已经三次降准，四次降息，在稳健
的基调下，针对各类可能导致流动性
收紧的因素，适度扩大流动性、放松银

根，与积极的财政政策形成了较好的呼
应和配合，宏观调控的综合成效在上半
年已经有初步显现。

在张立群看来，8月25日央行“双
降”，一是应对和对冲各种影响货币金融
环境的变量，从资金方面助力稳投资、稳
需求、稳增长；二是体现定向调控思想，
对“三农”、小微企业加大资金支持力度；
三是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放开
存款利率，提高资金配置效率。

中国经济处于
触底企稳关键时期

预计未来总体趋稳向好，
能够实现全年目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

据新华社北京8月27日专电"记者

姜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
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近日接受中国政
府网在线访谈时表示，当前中国经济正
处于触底企稳的关键时期。尽管当前仍

面对异常复杂的形势，但在市场需求增
速趋稳、新的增长动力蓄积、宏观调控
累积效果不断增强的综合作用下，预计
未来经济总体趋稳向好，能够实现全年
的预期增长目标。

一连串政府部门领导玩忽职守
11名官员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包括已退休者

天津港“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开始追责

据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记者
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天津港
“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发生
后，检察机关积极介入事故调查。经
调查发现———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作为天津港
危险化学品经营管理行业主管部门，对
危险化学品经营业务负有审批、监管等
职责，有关责任人员未认真履行职责，违

规发放经营许可证，对瑞海公司违法违
规经营活动监管不力。

天津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和滨海
新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作为安全生
产的监督管理部门，对辖区内企业特别
是危化品经营企业的安全生产负有监管
职责，有关责任人员监管不力，对瑞海公
司存在的安全隐患和违法违规经营问题
未及时检查发现和依法查处。

滨海新区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作
为辖区各类建设项目的规划管理部门，
对辖区内企业经营危险化学品仓储业务
规划负有审批职责，有关责任人员明知
瑞海公司经营危险化学品仓储地点违反
安全距离规定，未严格审查把关，违规批
准该公司危险化学品仓储业务规划。

天津新港海关有关责任人员在危化品
进出口监管活动中对工作严重不负责任，

对瑞海公司日常监管工作失察，对其违法
从事危化品经营活动未及时发现并查处；
给不具备资质的瑞海公司开辟绿色进出关
通道，放纵瑞海公司从事违法经营活动。

天津港（集团）公司作为港区企业管理
单位，对辖区内经营企业负有安全生产监
管等职责，有关责任人员疏于管理，对瑞海
公司存在的安全隐患和违法违规经营问题
未有效督促纠正和处置。"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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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串企业责任人涉嫌犯罪
12人被刑事拘留，包括前法人代表

据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记者从公安部
获悉，公安机关依法对瑞海公司及相关人员以
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非法储存危险物质罪立
案侦查。

8月20日，依法对提供安全评价报告的天津
中滨海盛安全评价监测有限公司及相关人员以
涉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立案侦查。目前，已对

瑞海公司董事长于学伟，副董事长董社轩，副总经
理曹海军、刘振国、田旺，前法定代表人李亮，安保
部经理郭向滨，财务总监宋齐，操作部副经理李雅
翔，天津中滨海盛安全评价监测有限公司评价师
曾凡强等12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对在事
故中受伤的瑞海公司总经理只峰、主管安全的副
总经理尚庆森2名犯罪嫌疑人依法监视居住。

“开学第一课”已作布置
全市中小学9月1日———

综合新华社27日电和本报讯
中宣部、教育部日前联合下发通
知，强调要在大中小学校组织开展
“开学第一课”活动，广泛进行抗
战历史、抗战精神教育，引导广大
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
和平、开创未来。

通知要求，突出学校特色、贴
近学生特点，广泛设计开展有教
育意义的活动载体。教育部和中
央电视台联合制作以“英雄不朽”

为主题的2015年《开学第一课》节
目，要组织学生及时收看，感悟英雄
故事，交流心得体会。要突出思想内
涵，把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和
中国东方主战场作用作为一条红
线，贯穿活动始终，唱响爱党爱国爱
社会主义的时代主旋律。

据本报记者昨天从市教育局了
解，我市7月份就已发文，将于9月1日
和2日，在全市中小学组织上好“开学
第一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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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因档宽人瘦8岁女孩坠楼身亡
13楼未雨绸缪安装防盗窗

本报讯 开学在即，8岁女孩佳佳
却不慎从自家13楼的阳台上意外坠楼，
在送医途中停止了心跳呼吸。

佳佳是今年暑假被父母接到身边
的，准备在常州上学。为此，佳佳的父母
在新北区某小区购买了一套13楼的商
品房，还特意安装了防盗窗。25日上午9
点多，父母上班，家里只剩下8岁的佳佳
和14岁的大女儿，父母特意叮嘱女儿不
要到阳台上玩。谁知，佳佳在和姐姐游戏
中，爬上阳台向下探望，不料，从防盗窗
里掉落，摔在小区草地上，大女儿连忙电
话联系父母，邻居帮忙拨打了120。据记
者昨天了解，佳佳长得瘦小，相比之下，
防盗窗的隔档就显得宽了。

“她父母赶到医院，看到当时的情况
就崩溃了。”四院急诊抢救大厅护士长周
丹说，“当医生婉转地告诉佳佳的父亲已
没有希望时，佳佳父亲要求医院联系红
十字会，希望能捐出孩子的眼角膜，让这
个爱看书、期盼走进校门的孩子用另一
种方式延续生命。”

遗憾的是，佳佳因为种种原因没能
实现角膜捐献。

据统计，在两个月的暑期里，仅市
四院新北院区就抢救儿童各类意外27
例，分别为误服药物1例，车祸、溺水、打
架受伤等意外伤害26例。其中，溺水死
亡两例，车祸、坠楼等意外伤害导致死

亡两例。
“这些孩子真的很可惜！很多意外发

生后，家长连声说是自己疏忽了。他们没
有对孩子进行安全教育或者梳理家里存
在的安全隐患，从而导致了悲剧的发
生。”该院急诊部副主任季一娟惋惜地
说。 "李青 杜蘅 史琪!

三体消波艇
成功初航
由我市通洋公司

自主研发，最高航速
73公里/小时

本报讯 由江苏通洋船舶有限公司
自主研发的三体消波艇，本月25日经丹
金溧漕河进入长江。
“该艇经过一年多时间科研攻关，

全部采用铝合金制作，大大减轻了船体
重量，技术在国内同行业处于领先，目
前正在申请专利。”公司董事长杨光辉
表示，他们以生产公务艇为主，近年来
把目光瞄准高精船艇产品，加大资金投
入，加强技术攻关，与国内外一流船舶
设计单位合作，不断开发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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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机场将开通
日本名古屋航线

票价约960元，目前特价299元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常州机场
获悉，9月起，我市将首次开通日本
航线，并新增台湾高雄航点，恢复韩
国济州航线。

9月27日，常州国际机场将开
通首条日本航线———名古屋航线。
航班由国内最大的低成本航空公
司———春秋航空公司执飞，航班号
9C8731/2，每周二、四、五、日执行4
班。名古屋起飞时间9:30，到达常州
时间11:25，常州起飞时间20:35，
到达名古屋时间23:55。记者在春秋
航空旅行社官网查询到，目前单程
特价机票为299元，需要提前预订且
不得退改签，如果没有预订到特价
机票，一般价格在960元左右。

两岸航线方面，继通航台北和
台中后，9月16日起，台湾中华航空
公司将新增高雄—常州航班，每周3

班，先期开通每周三、六两班，航班号
CI579/80，高雄起飞时间11:00，到
达常州时间13:20，常州起飞时间
14:20，到达高雄时间16:35。届时，
常州将实现至台湾北、中、南部三地
通航。目前，常州至高雄14天内往返票
价(含税费)为2350元起，高雄至常州14
天内往返票价（含税费）为2680元起。

另外，受MERS（中东呼吸综合
征）疫情影响暂停了两个多月的韩
国航线9月2日起恢复。韩国载旗航
空公司———大韩航空公司将首次登
陆常州国际机场，开通常州—韩国济
州航班，航班号KE9167/8，机型为波
音737-900型，每周三、日执行两班。
济州起飞时间12:25，到达常州时间
13:15，常州起飞时间14:15，到达济
州时间17:00（以上时间均为当地时
间）。 "邢文昱 宋婧!

天宁区设立专门中心扶持发展
首批18家入驻

社会组织!数量虽多，能力不强

本报讯 本月26日，天宁区社会组
织发展中心正式开园，同心阳光公益联
合会、光华成长支持中心、尤辉雷锋科技
服务站等18家社会组织首批入驻。

该中心位于新城金郡137号，由天宁
区民政局建立，委托第三方华兴公益组
织服务中心提供专业服务和日常管理。

据记者调查，社会组织的发展受制约

因素较多，比如说，管理力量相对薄弱，社
会组织人、财匮乏等，这个中心是帮助社
会组织发展的。同时，天宁区还对服务好、
能力强、公信力高、影响力大的等级社会
组织，通过优先购买服务、评选先进等形
式，促进其规范化、制度化发展。

尤辉雷锋科技服务站负责人尤辉告
诉记者，政府拿出购买公共服务的资金

容易，现有的社会组织有没有实力承接
却是个问题。

据了解，承接公共服务的，一般是社
会服务类社会组织。

至2014年7月，天宁区有登记注册
的社会组织442家，其中区级社会组织
129家（社会团体51家，民办非企业单位
78家）。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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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隔30分钟一班
我市开通南京仙林、浦口大学城直通车

本报讯 记者昨天获悉，随着
大学开学季到来，常州汽车站开通
常州至南京仙林、浦口大学城直通
车。为方便送学家长返程，直通车
可购买当天往返票，并享受返程票
半价优惠。

常州至仙林大学城直通车，可
到达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
中医药大学、南京邮电大学、南京财
经大学、南京森林警官学院、南京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南京信息职业技
术学院、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等
9所院校位于仙林大学城的校区。

发班时间为：8月29日-30日，
9月4日-5日，开通期间每日上午
7:20由武进汽车站始发，8:00进
常州汽车客运总站配载。票价为：
武进汽车站至仙林大学城单程票
价55元，往返票价83元；常州汽车
客运总站至仙林大学城单程票价
50元，往返票价75元。

常州至南京浦口大学城直通车
可到达南京工业大学、南京审计学

院、南京农业大学、江苏第二师范学
院、江苏警官学院、南京大学金陵学
院、东南大学成贤学院等7所院校位
于浦口大学城的校区。

发班时间为：8月29日-30日，9月
4日-6日，开通期间每日上午7:20由
常州汽车客运总站始发，8:00进武进
汽车站配载。票价为：常州至浦口大学
城单程票价57元，往返票价86元。

常州至仙林大学城、浦口大学城
直通车返程时间均为15:00-16:30，
每半小时一班。

凡用“巴士管家”APP购票的旅
客，首单立减8元。 "余美华 宋婧!

遇难145人 失联28人
最新数据!

据新华社天津8月27日电（记者刘林 付光宇）27日，天
津港爆炸事故进入第16天。记者从事故现场新闻中心得到消
息，截至8月27日下午3时，共发现遇难者145人，已确认身份
145人。其中，公安消防人员21人，天津港消防人员67人，民警
9人，其他人员48人。

目前，尚有失联人员28人，其中包括公安消防人员3人，天津
港消防人员13人，民警2人，其他人员10人。住院治疗人数为474
人，其中危重症7人，重症21人，累计出院323人。"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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