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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晓玲）前段
时间，横塘车祸女孩冷晨艳的遭
遇得到众多热心市民的关注，本
报记者也专程赶往南京采访。5
月 27日遭遇严重车祸，5月 30日
转院至江苏省人民医院进行治

疗，到现在已有一个多月时间，冷
晨艳目前的情况如何？10日，记
者与冷晨艳的父亲冷云夕进行了
视频通话，得知冷晨艳7月6日已
从重症监护室(ICU)转至骨科病
房，这也意味着冷晨艳已经度过
了危险期。

冷云夕告诉记者，从 ICU转
到骨科病房之前，冷晨艳已经进
行了八次清创手术，幸运的是没
有出现感染，各项指标都正常，而
且恢复的也不错，因此，医生说可
以转到普通病房了。“骨科病房里
一些骨折病人一直在喊疼，晨艳
会主动诉说自己的遭遇，安慰鼓
励他们，现在大家都以她为榜样
呢！”冷云夕说，女儿的坚强乐观
鼓舞了其他患者，连医生和护士
都被感动了。

据了解，冷晨艳这两天将进
行第九次清创手术，如果伤口愈
合情况好的话，接下来还会有一
系列的手术治疗，可以说她还将

面临很多挑战。“接下来的治疗包
括植皮手术、骨折手术、整形手
术、康复治疗等，这些治疗不仅过
程繁琐，而且时间也很漫长。医
生说，至少需要两年吧，而且费用
大到多少目前还不好说。”冷云夕
告诉记者。

冷晨艳遭遇车祸住院后，家
中所有的积蓄已全部用完，还从
亲戚、朋友处借了很多钱。6月8
日，“水滴筹”平台上发起了为冷
晨艳募捐的活动，热心市民及众
多好心人纷纷献出自己的一份爱
心，短短9个小时就筹集到100万
元的善款。本报6月11日刊登了
《“冷晨艳，我们丹阳见！”》的报道
后，一些市民也被冷晨艳的坚强
所感动，想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帮
助她早日挺过难关。其中，一位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市民拨打本报
民生热线，想要捐款 3000 元，在
记者的一再追问之下，他也只是
说他姓葛，由于年龄大了，不会使

用微信、支付宝、手机银行等，第
二天，他还特地跑去银行转账。

“我不敢想象，如果没有这么
多好心人的帮助，现在的情况会
是怎样？他们都是晨艳的救命恩
人，我们全家无以回报，现在晨艳
就是要好好配合治疗，坚强地生
活下去，不辜负他们的这份爱
心。”冷云夕告诉记者，近期的治
疗费用都来自于“水滴筹”的捐
款，已经有70万元捐款分两次直
接打到医院的账户上了，“第一次
是 6 月 15 日的 20 万，第二次是 6
月 26 日的 50 万，7 月 9 日医院的
住院患者每日费用清单上显示余
额还有 49万多，由于之前还欠 1
万多元，应该是还剩47万余元。”

冷云夕还告诉记者，交通事
故责任认定已经有结果了，在他
提供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上记
者看到，路某某驾驶右转向灯性
能不符合技术标准且载物超过核
定载质量的机动车行经环形交叉

路口右转弯时，未注意观察右侧
情况，让直行的非机动车先行，是
造成该事故的直接原因，承担该
事故的全部责任；冷晨艳驾驶电
动自行车沿非机动车道直行进入
环形交叉路口，无过错行为，不承
担该事故的责任。

在冷云夕拍摄的一段视频
中，冷晨艳的精神状态很好，“谢
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心和帮
助，接下来还有很多手术要做，不
过我会坚持下去，以后的生活也
会坚强乐观地去面对，我相信一
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冷晨艳
说，转到普通病房后，爸妈每天都
能陪在身边，她的心情比以前好
了很多。祝福这位坚强的女孩，
她带给我们感动，也让我们感受
到了小城丹阳的大爱！

从重症监护室转至骨科病房，横塘车祸女孩冷晨艳度过了危险期——

“谢谢大家，我会坚强乐观地生活下去！”

病床上的冷晨艳坚强而乐观。

开发区一钢铁企业高温津贴每天仅3元？
人社部门：未足额发放高温津贴视为拖欠或克扣工资，一经查实将责令改正

本报讯（记者 马骏）7月 9
日，我市“出梅”，之后气温迅速飙
升，好像进入了“桑拿天”，“高温
津贴”再次成为市民关注的热
点。日前，一则有关“高温津贴”
的帖子在我市某论坛上引发了热
议。发帖人自称是我市开发区一
家钢铁企业的员工，他所在车间
里的温度高达40多度，四五个人
配一台电风扇，每天汗流浃背，衣
服从早湿到晚，但企业发放的高
温补贴每天只有3元。该帖随即
引发了网友热议，不少人向发帖
人建议，应向相关部门及时反映，
但发帖人却回复说，“反映无效”。

昨天上午，记者就此事向我
市人社部门进行了咨询。劳动监
察大队一位负责人表示，之前并
未接到过相关的举报信息。不
过，执法人员也在网上注意到了
这个帖子，但发帖人并未明确表
示自己所在企业的名称。“希望这
位发帖人能尽快与我们联系，将
具体情况反映给我们，以便对该
企业进行调查处理。”这位负责人
说，“根据这位发帖人的描述，事
情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但我们还
需要进行调查取证。发帖人所说
的每天 3 元的高温津贴确实太
少，一旦查实，我们将责令该用人
单位进行改正。”该负责人表示，
近期，执法人员已经对一些用人
单位发放高温津贴的情况进行了

调查。“高温津贴必须发，但用人
单位具体发放方式可以不同，有
些单位是一次性发放的，也就是
说，一些职工可能会在10月上旬
领取9月份工资的时候才能拿到
这笔高温津贴。”该负责人坦言，
查处用人单位发放高温津贴的工
作并不容易，其中最难的就是取
证环节。不过，执法人员将全力
调查，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人社局劳动关系和工资福
利科的一位负责人表示，高温津
贴从今年6月1日起开始发放，原
则上是按月计发，但不同的用人
单位在发放方式和时间上并不相

同。该负责人介绍说，根据相关
规定，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依
法享受岗位津贴。用人单位安排
劳动者在 35度以上（包括 35度）
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
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
度降低到 33 度以下（不包括 33
度）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
贴，并纳入工资总额。只要用人
单位安排了高温作业，劳动者都
可依法享受高温津贴。露天作业
如交巡警、快递员、建筑工人、环
卫工人、户外线路检测工人；室内
作业如炼钢工人、机械铸造工人
等都能享受到高温津贴。另外，

今年我市的高温津贴由原先的每
月200元调整为每月300元，从6
月份发放至9月份，共4个月。

市人社部门提醒，高温津贴
属于劳动报酬（工资）的组成部
分，该发而不发属违法行为，用
人单位将面临罚款；未足额发放
的，视为拖欠或克扣工资。用人
单位如果不依法支付高温津贴，
劳动者可以向劳动保障监察机
构举报或投诉，由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责令改
正。另外，劳动者还可以向劳动
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依法维护
劳动报酬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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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门槛、涨收益”工行县域专属大额存单火热抢购中！
产品类别

县域专属大额存单

期限

3个月

6个月

1年

2年

3年

预期年化收益率

1.54%

1.82%

2.10%

2.94%

3.85%

起点（万元）

5

5

5

5

5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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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
完全不可接受，表示严

正抗议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商
务部新闻发言人 11日就美方公
布拟对我 2000亿美元输美产品
加征关税清单发表谈话。

发言人指出，美方以加速升
级的方式公布征税清单，是完全
不可接受的，我们对此表示严正
抗议。美方的行为正在伤害中
国，伤害全世界，也正在伤害其
自身，这种失去理性的行为是不
得人心的。

发言人表示，中方对美方的
行为感到震惊，为了维护国家核
心利益和人民根本利益，中国政
府将一如既往，不得不作出必要
反制。与此同时，我们呼吁国际
社会共同努力，共同维护自由贸
易规则和多边贸易体制，共同反
对贸易霸凌主义。与此同时，我

们将立即就美方的单边主义行
为向世界贸易组织追加起诉。

外交部：
将作出必要反制，维护

自身正当合法权益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外
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1日在回应
美方公布拟对中国 2000亿美元
输美产品加征关税清单时说，
这是一场单边主义与多边主
义，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强
权与规则之战。中方将和国际
社会一道，站在历史正确一
边，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
规则。

华春莹在当日例行记者会
上答问时说，美方行为是典型
的贸易霸凌主义，中方将作出
必要反制，坚决维护自身正当
合法权益。

华春莹说，当今时代，各
国经济不同程度融入全球产业
链、价值链，彼此之间相互依
存、兴衰相伴。立己达人方是
正确选择。如果固守“零和博
弈”的过时思维，任性挑起贸
易战，不仅损害当事双方利
益，也伤及全球产业链上的各
方利益，不会有赢家。中国货
物出口的 40%，高科技产品出
口的三分之二都是在华外资企
业实现的。

“美方是在向全世界开
火，也在向自己开火。多位国
际经济界权威人士的有关表态
也充分表明，美方失去理性的
行为十分危险，害人害己，不
得人心。”华春莹说。

她说，国际社会应共同努
力，坚决抵制单边主义，反对
保护主义，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和自由贸易规则。“这是作为负
责任国家应有的担当和责任”。

■相关链接：

马骏：美对华产品征税
计划仍有不确定性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清
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马骏 11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
访时表示，“美方昨晚公布了对
2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征收
10%关税的建议产品清单，征求
公众意见。这个征求意见的过
程将持续两个月左右时间，8月
30日完成流程。此后，美方才可
能采取行动。最后是否征税、对
哪些产品征收，在未来两个月的
时间内还有各种不确定性。”

马骏认为，我国有关方面
正在深入研究贸易战对我国相
关企业和行业的影响，会考虑采
取相应措施减少其负面冲击。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11
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
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的统筹协调
下，在中美两国执法等部门通力
合作下，外逃美国17年之久的职
务犯罪嫌疑人许超凡被强制遣返
回国。

许超凡，男，中国银行广东
省开平支行原行长，涉嫌贪污挪
用中国银行资金 4.85 亿美元，
2001年外逃美国，国际刑警组织
发布红色通缉令。经中美执法部
门合作，许超凡于2003年被美方
羁押，并于2009年在美被判处有
期徒刑25年。

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的
领导下，中央追逃办统筹各方力
量，发挥外交、司法、执法、反洗钱
和反腐败等部门和广东省作用，
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开展了长达十
多年的追逃追赃工作。中美执法
合作联合联络小组反腐败工作组
将许超凡案确定为两国重点追逃
追赃案件，双方密切协作，全力推
进。在中美执法合作强大压力和
政策感召下，许终于接受遣返安
排。截至目前，办案单位和中国

银行已从境内外追回许涉案赃款
20多亿元人民币。

许超凡被成功遣返是中美
反腐败执法合作的重要成果，也
是国家监委成立后第一个从境外
遣返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持有逃必追、一追到
底，加强反腐败综合执法国际协
作，持续强化对腐败犯罪分子的
震慑。

中央追逃办负责人表示，将
进一步加大与有关国家的合作力
度，将追逃追赃天网织牢织密，绝
不放过任何一个外逃腐败分子。

全国首例共享单车破产案：

退还押金缺口巨大

新华社广州7月11日电 记
者 11 日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了解到，共享单车破产第一案
——小鸣单车破产案已进行债权
统计，确认的有效债权共 118881
笔，债权金额共 5540 多万元；小
鸣单车账户资金仅剩存放于微信
账号上的 35万多元，不足以清偿
所有债务。

据介绍，小鸣单车经营管理
方——广州悦骑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成立于 2016年 7月 29日，悦骑
公司先后在全国 10 多个城市投
放共享单车超过 43万辆，收取用
户押金总额8亿元。

2017年底，小鸣单车开始出
现用户押金不能及时退还的问
题，部分用户向广州中院提出对
悦骑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
广州中院于 2018 年 3 月 27 日受
理裁定，悦骑公司正式进入破产
程序。

新华社北京 7月 11日电
记者 11日从公安部了解到，针
对世界杯足球赛期间赌球活动
多发情况，公安机关对各类赌
球活动强化精准打击。世界杯
开赛以来，各地侦破赌球刑事
案件 300 余起、打掉赌球团伙
100多个，涉案金额逾10亿元。

据了解，今年初，各地公安
机关加大专项打击力度，重点
关注研判网络赌博及赌球活动
线索，在世界杯开赛前已侦破
网络赌博刑事案件 2500余起，
打掉了一大批网络赌球团伙及
平台，查扣冻结涉赌资金逾 30
亿元。

6月中旬，公安部部署各地
开展了以“知法守法、远离赌

博”为主题的全国禁赌宣传活
动，通过普法讲座、案例宣传、
禁赌安全课进校园、网络直播
宣讲等多种形式，揭露各类赌
博活动的危害性、欺骗性、违法
性，推动加强禁赌社会共治。
同时，公安部会商相关部门共
同强化源头治理，推动下线一
批非法彩票及涉赌网站。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公安机关将持续依法深入打击
惩治各类赌博违法犯罪，突出
打击犯罪活动的组织者、经营
者、获利者和幕后“保护伞”，坚
决斩断跨境跨区域赌博犯罪的

“人员链”“资金链”“技术链”和
“利益链”，切实维护良好社会
治安环境和国家经济安全。

证监会原副主席
姚刚受贿、内幕交
易案一审开庭

新华社石家庄7月11日电
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11
日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原党委委员、副主席
姚刚受贿、内幕交易一案。邯郸
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公
诉，被告人姚刚及其辩护人到庭
参加诉讼。

邯郸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2006年至2015年，被告人姚刚利
用担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席助理、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
利，为相关单位在并购重组、股份
转让过程中股票停复牌、避免被
行政处罚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通
过其亲属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
折合人民币 6961 万余元。2007
年1月至4月，被告人姚刚利用担
任证监会主席助理兼发行监管部
主任的职务便利，获悉相关公司
重组上市的内幕信息，使用由其
实际控制的他人股票账户在关联
股票停牌前买入，复牌后卖出，非
法获利共计人民币 210 万余元。
以上依法应当以受贿罪、内幕交
易罪追究姚刚的刑事责任。

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
关证据，姚刚及其辩护人进行了
质证，控辩双方充分发表了辩论
意见，姚刚还进行了最后陈述，当
庭表示认罪悔罪。

被告人近亲属、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新闻记者及各界群众 50
余人旁听了庭审。

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
判。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委
宣传部发布消息称，7月 11日
凌晨 1 时许，该县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接到市民报警，石浦
镇一艘船舶10日晚22时30分
许在檀头山岛东北侧海域失

联。通过全力搜救，截至发稿
时止，尚未发现该失联船舶。
船上共11人，其中，9人失联，2
人获救。目前搜救工作正在
进行中，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
调查。 （新华社）

受台风“玛莉亚”影响
浙江温岭海岸掀起十多米高巨浪

受今年第8号强台风“玛莉亚”经过风圈影响，7月11日，浙江温
岭市石塘镇金沙滩海域潮水拍打海岸掀起十多米高巨浪，吸引了许
多群众前来观潮。

商务部、外交部回应美方拟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征税：

伤害自身也伤害全世界

今年世界杯开赛以来“赌球”成风
公安机关破获赌球刑事案件300余起

浙江象山一船舶海上失联
相关部门全力开展搜救

中国银行开平支行案主犯
许超凡被从美国强制遣返

7月11日，在北京首都机场，
许超凡（中）被强制遣返回国。

7月10日，布拖县冯家坪金沙
江“溜索改桥”项目基本建成，连接
四川省布拖县冯家坪村和云南省
巧家县鹦哥村的一座跨江大桥历
经 2 年半终于达到了通车条件。

“鹦哥溜索”是周边群众走亲访友、
就医、求学的必经之路。这是一座
令外人望而生畏的高空溜索，也是
金沙江上最后一座。

大桥飞架 天堑变通途
金沙江告别“溜索时代”

四川德阳多地发生洪涝灾害
武警官兵迅速驰援抗洪一线

7月11日，受多日暴雨影响，四川德阳多地发生洪涝灾害。灾
情就是命令，武警四川总队德阳支队官兵闻令而动，第一时间赶赴
现场展开救援，图为武警四川总队德阳支队官兵在转移受困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