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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应急管理厅

强降雨已致141万余人受灾

专项整治“僵尸型”社会组织
山东已对6万余家社会组织深度检查

青海柴达尔煤矿

采取“打钻固结注浆”方式救援

新华社武汉8月15日电（记者 侯文坤）据湖北省应急
管理厅消息，8日以来强降雨过程已累计造成湖北141.12万
人受灾。

8日以来，湖北多地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受灾严重。
截至8月15日16时，此轮强降雨过程已造成湖北省武汉市、
黄石市、十堰市、宜昌市、襄阳市、鄂州市、荆门市、孝感市、
黄冈市、随州市、恩施州、潜江市、神农架林区等13市（州、
直管市、林区）50县（市、区）共计141.12万人受灾，紧急避
险3.53万人，转移安置5.19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16.53千
公顷，其中绝收面积17.25千公顷；因灾倒塌房屋988间，不
同程度损坏房屋1.43万间。

目前，湖北降雨开始明显减弱，江河湖库汛情趋稳，长江、
汉江各站水位均在设防以下；省内主要中小河流水势平稳，其
中澴水孝感站水位26.91米，超设防0.41米，其他均在设防水
位以下；省内五大湖泊中梁子湖、汈汊湖、洪湖、长湖超汛限水
位，斧头湖超设防水位，另有7座大型水库超汛限水位。

新华社济南8月15日电（记者 贾云鹏）记者日前从山
东省民政厅获悉，为净化社会组织发展环境、防范化解社会
组织风险，山东省部署开展“僵尸型”社会组织专项整治行
动，对全省6万余家社会组织进行深度检查，对出现违规情
况的社会组织实施撤销登记、吊销登记证书、注销登记、限
期整改等整治措施。

根据山东省民政厅印发的《开展“僵尸型”社会组织专项
整治行动实施方案》，此次整治对象包括四类：连续未参加
2019年度、2020年度年报的社会组织；自取得登记证书之日
起1年未开展活动的社会组织；自2019年1月1日以来，未按
照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对外开展业务活动的社会组织；通过
登记的住所、法定代表人等方式无法取得联系的社会组织。

近年来，山东省社会组织快速发展，目前全省社会团
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等社会组织达到6.2万家。

据介绍，此次专项行动将通过撤销登记、吊销登记证
书、注销登记、限期整改、严把登记质量等措施，清除一批名
存实亡的社会组织，整改一批内部混乱的社会组织，激活一
批效能不高的社会组织，加快低效、无效社会组织出清。

据新华社西宁8月15日电（记者 王浡 王艳）青海柴达
尔煤矿事故救援现场指挥部15日晚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
将采取夯实地表、打钻固结注浆的方式开展抢险救援。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副州长、现场指挥部抢险救援
组副组长殷茂文介绍，指挥部紧急从各地调人调物，全力组
织救援抢险。目前，应急、消防、公安、卫健等各类救援力量
共计900人，正在现场千方百计、紧张有序地开展清淤、抽
水、通风等工作。

8月14日12时10分，刚察县西海煤炭公司柴达尔煤矿
发生冒顶事故。事故发生时，井下共有作业人员21人。截
至目前，事故导致1人死亡，另有19人被困。

由于现场救援难度大，条件复杂，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
极高。经过专家多次会商研判，现场指挥部多次召开会议研
究，决定采取夯实地表、打钻固结注浆的方式开展抢险救援。

青海煤矿设计院副院长、现场指挥部专家组专家姚京栋
在发布会上说，鉴于事故发生后抢险过程中，两个小时内连
续发生2次煤泥涌出现象，造成救援难度增大，风险增高，情
况更加复杂。本着“生命至上、全力救援”以及“科学有序救
助、避免发生次生灾害”的原则，综合省内外各专业专家意
见，专家组制定的方案将根据现场情况边实施边优化。

姚京栋表示，抢险救援通过地面钻孔，采用水泥和水玻
璃同时注浆，在工作面支架顶部形成稳定胶结体后，清淤救
人，“目前工作钻机已经到位，专家组正在连夜细化救援方
案，确定相关参数后立即实施。”

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
15日发表谈话表示，非法组织“民间人权阵线”（“民阵”）今天
宣布解散之时仍大放厥词，态度猖狂，气焰嚣张，充分暴露其
反中乱港的政治本质和冥顽不灵的恶劣本性，必须对其依法
追究、严惩不贷！

发言人表示，“民阵”是一个未经注册的彻头彻尾的非法组
织，多年来它纠结各路反中乱港势力，打着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骗
人幌子，对抗中央，为祸香港，劣迹斑斑，罪孽深重。其解散声明
自诩的“功劳簿”，正是不打自招的“罪行录”：它不仅是反23条立
法、非法“占中”、“反修例”运动的直接策划和指挥者，是“港独”
“黑暴”“揽炒”等反中乱港活动和“修例风波”升级变质为严重暴
乱活动的主要推手，还是勾结外部势力发动“颜色革命”的急先
锋和马前卒。“民阵”自知其行为和活动已经严重触碰“一国两
制”原则底线，触犯香港国安法和多项香港本地法律，且正被香
港警方调查，已走到穷途末路，遂匆匆宣布解散，想玩一出“金蝉

脱壳”的把戏，逃脱法律追责，这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
发言人指出，“民阵”在覆灭之际仍死不悔改，负隅顽抗，

继续拿出“人权、民主、自由”的遮羞布招摇撞骗、惺惺作态，妄
图博取同情、煽动民意。但香港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早已看
透了它虚伪、险恶、狡诈的嘴脸。“民阵”的垂死挣扎可憎可恨
可鄙可笑！

发言人强调，除恶必务尽。“民阵”等反中乱港组织虽然解
散了，但其遗毒仍需持续清除。只有依法追究这些反中乱港
组织的法律责任，彻底清算这些反中乱港组织的累累恶行，才
能使香港重建法治秩序，重回发展正轨。我们坚决支持香港
特别行政区执法机关依法调查“民阵”等反中乱港组织涉嫌违
法行为和活动，依法严惩其首恶和骨干分子，坚决支持香港特
区政府深入推动各领域拨乱反正，毫不手软地铲除“毒瘤”“恶
疮”，清理“祸根”“祸源”，还香港一个风清气正的朗朗晴空，确
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新华社哈尔滨8月15日电（记者 邹大鹏 王建）15日，侵
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布了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
队（简称731部队）第二任部队长北野政次接受美国德特里克
堡基地调查官问讯后，向美军提供的17页笔供。这份笔供系
首次公布，北野政次从731部队的5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供
述，并承认研究使用细菌武器，进行了人体实验。

据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介绍，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北野政次在上海被俘，关押在战俘
营。在盟军总司令部情报部门的协调下，1946年1月9日，北
野政次被引渡回日本。回到日本后，北野政次接受了德特里
克堡基地派出调查日本细菌战人员的问讯，之后向美军提交
了一份731部队细菌战及人体实验的笔供。
“美国之所以要引渡北野政次，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一个

高层，掌握着731部队的核心机密，决不能流落到别的地方。”
金成民说，目的是为了独家攫取731部队细菌战、人体实验等
方面的数据资料。

北野政次向美军提供的笔供原始档案在美国国家档案
馆，他从731部队的创始人石井四郎、任务、编制、研究成果、
细菌武器5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供述。北野政次供述“石井
中将对关东军勤务令未要求的内容也做了研究。组织其中部
分人员秘密进行了细菌武器的研究。最初是从传染病预防角
度进行的研究，后来开始进行了违背国际人道主义等的细菌
武器研究，成为一支秘密部队”。
“北野政次在供述中，一开始把731部队的罪行说成是石

井四郎个人的行为，而不是日本的国家行为，极力逃脱、掩盖
自己的责任，后来随着问讯的明朗，发现德特里克堡基地的调
查官不是为了惩罚自己，而是为了获取细菌战等数据资料，才

开始交代的比较多。”金成民说，目前发现的在日本战时医学
医药杂志当中发表的论文，北野政次达到59篇，至少2篇用活
人做实验，有的医学论文中使用“猴”等词语隐瞒人体实验。

专家表示，这份笔供不仅揭示侵华日军发动细菌战的反
人类罪行，还充分体现美国为获取731部队细菌战等数据资
料的双重标准。

1942年8月3日至1945年3月1日，北野政次任731部队第
二任部队长，这正是731部队开展细菌战研究设备最先进、实
施人体实验规模最庞大的时期。北野政次不仅主导731部队
实施了人体实验，还完成了大规模细菌战研发工作，加速了细
菌武器的大批量生产。

据新华社香港8月15日电 反中乱港组织“民间人
权阵线”（简称“民阵”）15日中午发表所谓声明，宣布解
散。“民阵”的声明称，已于日前召开大会，出席的成员团
体一致议决即日起解散。

自2002年“民阵”自我宣告“成立”以来，并没有依法
注册为公司或合法社团，一直是非法组织。“民阵”几乎集
拢了所有香港反对派团体，其组织者惯常打着“和理非”
“争取民主”旗号，兴风作浪，肆意乱港，自始至终都是一
个彻头彻尾的反中乱港大平台。
据新华社香港8月15日电 香港警方15日发表声明

表示，任何组织及成员犯下罪行，其刑责不会因解散组织
或成员辞职而抹去，警方会继续全力追究。

香港警方表示，警方今年4月曾根据《社团条例》第
15条，要求“民阵”提交其成员、活动及资金等资料，但是
“民阵”未有依时向社团事务主任提交所需资料。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8月15日电（记者 潘莹）记者从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了解到，8月

15日，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阿拉山口市口岸地区在每3天
1次的常规核酸检测中，发现3人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经专家
诊断均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目前，感染者已转运当地定
点医院进行隔离医学观察。15日，博州阿拉山口市疫情防控工
作指挥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已排查密切接触者74人。

据新华社南京8月15日电（记者 蒋芳）15日下午，在扬
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治疗的首批5名患者出院，转至定点康
复医院进行康复治疗。目前，扬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作为新
冠肺炎定点康复医院已正式启用，现有7个病区，112个房
间，306张床位。

截至8月14日24时，共有251例确诊病例在扬州市第三
人民医院治疗，其中轻型59例，普通型172例，重型16例，危
重型4例。

出院5人两男三女，年龄最大52岁，年龄最小9岁，除1人
普通型，其余均为轻型。经过积极治疗，恢复情况良好，体温
正常3天以上，呼吸道症状明显好转，肺部影像检查急性渗出
性病变明显改善，目前连续2次核酸检测呈阴性，病程超过
10天。经国家专家组讨论后认为已经治愈，达到出院标准。
据新华社南京8月15日电（记者 蒋芳）8月14日0时至

24时，江苏扬州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8例，其中来自集中隔
离点17例、居家隔离1例。据了解，为切断病毒传播链，扬
州在快速精准开展核酸检测的基础上，力争早发现早报告
早隔离早治疗。

8月14日，扬州市对主城区重点地区、重点人群进行了
核酸筛查，共采样、检测119.86万人，截至8月14日24时，当
日检出的阳性全部来自隔离人员，社区筛查未发现。8月
15日，扬州继续对邗江区、广陵区、经济开发区和蜀冈—瘦
西湖风景名胜区开展重点地区和重点人群的核酸筛查。

此前，“底数不清”一直是扬州疫情防控难点。从核酸
检测情况看，部分感染者是通过社会筛查发现的，这表明在
社区和城中村管控、应隔尽隔、应隔快隔还存在薄弱环节和
漏洞。8月13日以来，当地开展的拉网式排查初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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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港澳办

违法祸港的“民间人权阵线”罪责难逃！
反中乱港组织“民阵”宣布解散
香港警方：罪责不免 将继续全力追究

新疆 新增3例无症状感染者

8月15日，郑州市开展第四轮全员核酸检测。图为在郑州市高新区枫杨办事
处誉园核酸检测点，医务人员为市民进行核酸检测取样。 新华社发

郑州开展第四轮
全员核酸检测

扬州
首批5名治愈患者出院
新增病例来自隔离人群

新华社哈尔滨8月15日电（记者 王君宝）8月15日7
时50分，牡佳高铁联调联试现场首组CR400BF-G型复兴
号高寒动车组从牡丹江站缓缓驶出，这是复兴号高寒动车
组首次参与牡佳高铁联调联试，也是复兴号高寒动车组首
次在中国最东端高寒高铁线路试跑。

牡佳高铁位于黑龙江省东部地区，沿线经过牡丹江市、
鸡西市、七台河市、双鸭山市、佳木斯市等地，线路全长370
余公里，设计时速为250公里，是目前黑龙江省境内里程最
长的高铁线路。牡佳高铁联调联试指挥部方面介绍，此次
试跑的时速350公里复兴号高寒动车组拥有耐低温、耐冰
雪的“绝技”，可在零下四十摄氏度的环境下运行。

牡佳高铁联调联试自6月10日启动以来，分别进行了
动车组逐级提速试验、信号系统测试试验等内容，经过轨
道、通信、灾害监测等系统的动态检测和调试，使各系统和
整体系统功能得到了优化。目前，动态检测试验已基本完
成，满足试运行条件。

铁路部门介绍，牡佳高铁联调联试结束后，将转入运行
试验阶段，为后续全线开通运营奠定基础。

复兴号高寒动车组

首次试跑中国最东端高铁

8月15日凌晨，救援人员正在事发煤矿井口开展救援
工作。 新华社发

这份笔供不仅揭示侵华日军发动细菌战的反人类罪行，还充分体现
美国为获取731部队细菌战等数据资料的双重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