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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遵义市一栋7层居民
楼 6月 9日凌晨发生垮塌，所幸
未造成人员伤亡。

9日凌晨两点左右，贵州省
遵义市汇川区高桥镇一栋7层楼
房垮塌，幸运的是事发前半小
时，楼内住户姬远奎、骆开素
夫妇及时发现险情，不顾自己
生命财产安全挨家挨户叫醒了
全楼的人，最终楼内 67人安全
撤离。夫妻俩多年打工积累的
全部家产则埋在了废墟下。

当地官方已初步查明事故原
因：倒塌楼房修建于1995年，当
时为3层，2005年房屋业主未经
审批私自加高至7层，导致房屋
地基不稳，出现不均匀沉降；并
且房屋所用建材和砂浆均未达
标，造成墙体强度不够。目前，
房屋业主已经被警方控制。

据遵义市委宣传部介绍，
近期遵义雨水频繁，部分地质
灾害隐患点和危房险情较大，
遵义市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进
一步加强应急值班、天气预报
和危房、地质灾害隐患地带的
监测管控工作，做好预警预报
和信息上报，超前做好移民搬

迁工作，对一些隐患点和危房
立即采取整改措施，对违法建
筑重拳打击、及时拆除，从源

头上消除灾害隐患，最大限度
减少灾害损失，确保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目前，当地国土、住建、
安监等部门正着手调查事故原
因。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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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定南“高考发错卷”事件

正在调查事故原因
启动责任追究程序

今年高考期间，江西赣州定南
县定南中学考点语文科目考试时有4
个考场发错试卷，导致该场考试延
长 1 个多小时，120 名考生受到影
响。记者从定南县有关部门获悉，
定南县与赣州市教育局组成联合调
查组，正在调查事故原因，启动责
任追究程序。

定南县有关部门介绍，7 日上
午，定南中学高考点语文考试中出
现理工类、“三校生”（即普通中
专、中职、技校生） 试卷错发事
件，造成理工类两个考场与“三校
生”两个考场试卷互为错发。

事件发生后，定南县立即成立
应急处理小组，省、市、县三级教
育和考务部门第一时间依规启动了
应急处置预案，妥善安排考务。在
定南县备用卷不足的情况下，迅速
从邻县调取备用卷，并于当日上午
对试卷错发考场组织了重新开考。
为确保后续考试如期进行，有关部
门还为受影响考生提供了午餐和休
息场所。 据新华社

记者 10日从福建省将乐县
教育局获悉，8日中午，将乐县
艺术幼儿园发生一起教师用订
书机伤害幼童的事件。目前，
该幼儿园正、副园长被停职，
涉事教师被辞退。

9 日下午，将乐县教育局
发布通报证实此事属实。将
乐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傅军赐
告 诉 记 者 ， 事 件 发 生 的 当
晚，县艺术幼儿园负责人和
县教育局负责人已到受伤幼

童家里赔礼道歉，随即幼儿
园正、副园长被停职，目前
该园由县教育局代管。县教
育局已做出决定，责成艺术
幼儿园对教师兰某侦进行辞
退处理。

据将乐县公安局李警官介
绍，兰某侦现年 23岁，从事幼
教已经3年。公安机关已对兰某
侦做出行政拘留 15天，并处罚
款1000元的处罚决定。

据新华社

就读台北海洋技术学院大
学二年级的 17 岁女学生张蕙
而，8日晚不慎落海。见来往渔
船听不到自己的呼救声，生性
乐观的她随意漂流，终于在 20
多小时后幸运获救。

张蕙而与其他两名男子在
地中海咖啡厅打工，8日晚间 7
时由餐厅教练骑乘水上摩托
车，拖香蕉船载3人出海。

香蕉船出海不久就翻覆，

两名男子平安上岸，但张蕙而
掉落海中，下落不明。警方于8
日晚间 8时 37分接获报案并派
出大批人员前往搜救。

救援单位动员消防、民间
救难人员约 100 人，派出 10 艘
船艇、4架直升机、5台水上摩
托车及 10 名潜水人员，在淡
水、三芝、石门距岸边1海里的
海域，展开海空搜索，但没有
发现张蕙而的踪影。

9日下午 4时许，自基隆开
往高雄的益大 68号渔船，在驶
经后厝渔港时，船长陈进吉听
见海面上传来呼救声，往外一
看，发现一个人在海面上载沉
载浮，陈进吉等赶紧把张蕙而
救上船。

4 时 16 分张母接获女儿报
平安的电话，又惊又喜。在淡
水码头，母女相拥而泣。

消防救护人员将张蕙而送

往淡水马偕医院治疗，所幸只
有脱水及晒伤。医生说至少需
观察 24小时，再看后续情形是
否需追踪治疗。

在3姐妹中排行老幺的张蕙
而求生意志坚强，被赞为“勇
妞”。不会游泳的张蕙而能够漂
流，她二姐说，应该是救生衣
尺寸刚刚好，该绑的都绑紧，
才能漂流20多小时。

据新华社

据 云 南 省 卫 生 计 生 委 通
报，9日晚MU5479航班发现的
一例发热病例诊断为单纯性扁
桃体炎，结合流行病学调查、
临床症状和实验室结果，可排
除中东呼吸综合征，解除医学
观察。

据通报，6月9日19时，云
南省卫生计生委应急办接到航
班发热病例的报告。云南省卫
生计生委随即启动应急预案，
昆明机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协
助对该发热病例进行了初步调
查，同时省疾控中心派出专业

人员开展流调和采样工作，并
连夜对采集的标本进行了实验
室检测。机场疾控中心对107人
（其中 4名外籍人员，无韩国籍
人员） 同机人员进行登记，并
告知本人一旦出现发热、咳
嗽、腹泻等症状，立即就诊，
并报告当地疾控中心。

经查，该发热患者为中国
籍，发病前 14天中，曾 3次因
工作去韩国首尔。6月 9日从青
岛经停武汉到昆明。当日 23时
30分，云南省疾控中心急传科
连夜对现场采集的1份咽拭子标

本进行检测，结果为中东呼吸
综合征阴性，流感通A、通B阴
性。

据 通 报 ， 该 患 者 现 无 发
热、咳嗽，体温波动在36.3℃至
36.6℃，双侧扁桃体 1-2 度肿
大。未发现其他阳性体征。诊
断为单纯性扁桃体炎。

另外，据国家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官方微博 10 日发
布的消息，经与韩国卫生部门
确认，我国一公民在韩被确诊
中东呼吸综合征 （MERS） 病
例。

消息说，患者金某，女，
1951年生，在京畿道东滩圣心
医院工作，接触的一名患者确
诊MERS病例。金某于 6月 8日
被确诊，现在韩定点医院隔离
治疗。

国家卫计委表示，高度重
视我国在韩公民患病救治情
况，请韩方采取有效措施全力
救治患者。

据韩联社 10日报道，韩国
中东呼吸综合征确诊患者增至
108人，死亡人数增至9人。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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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国

结婚1306.7万对
离婚363.7万对

民政部网站10日公布了2014年
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指
出，2014年全国共有事业单位性质
的婚姻登记机构 2236个，办理婚姻
登记的处数 6797处。全国共依法办
理结婚登记1306.7万对。

在依法办理结婚登记的 1306.7
万对夫妻中，内地居民登记结婚
1302.0 万对，涉外及华侨、港澳台
居民登记结婚 4.7 万对。2014 年 25
至 29岁办理结婚登记占结婚总人口
比重最多，占 38.0%，比上年提高
2.8个百分点。

公报同时指出，2014年依法办
理离婚的有363.7万对，比上年增长
3.9%。 据新华社

上周证券保证金

净流入9000亿
创历史新高

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 10日
发布数据，上周投资者银证转账/银
衍转账净流入的证券交易结算资金
为9078亿元，创历史新高。

数据显示，截至上周末，证券
交易结算资金余额为 3.85 万亿元，
日平均 2.94万亿元。上周投资者通
过银证转账/银衍转账转入证券交易
结算资金 2.27万亿元，转出 1.36万
亿 元 。 其 中 ， 6 月 1 日 净 转 入
2337.99亿元。

沪深股指持续上涨，证券交易
结算资金和股票期权保证金都上升
较快。5月份投资者银证转账/银衍
转账引起的资金变动金额为净流入
9235亿元，股票期权保证金则连续
15周净流入。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