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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中国 07

关注九寨沟 7级地震

地震致20人遇难 转移约7.
1万人
最高法严打
互联网金融犯罪

新华社北京 8月 10日电（记者 罗
沙）记者 10日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最
高法近日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
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就
人民法院加强金融审判工作，保障经济
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提出了 30项
意见。
意见规定，依法认定互联网金融所
涉具体法律关系，据此确定各方当事人
之间的权利义务。依法严厉打击涉互
联网金融或者以互联网金融名义进行
的违法犯罪行为，规范和保障互联网金
融健康发展。
意见提出严格依法规制高利贷，对
超过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的利
息不予保护，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
本。依法审理证券、期货民商事纠纷案
件，规范资本市场投融资秩序，引导把
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西部战区陆军第 77集团军官兵前往九寨沟箭竹海景点搜救被困群众
记者从四川省政府新闻办获悉，
截至 10日 12时，四川九寨沟 7.
0级地
震已致 20人死亡，431人受伤，其中
重伤 18人。
重 伤 人 员 中 17人 已 转 移 至 成
都、绵阳救治，1名重症伤员暂在松潘
县 医 院 救 治 。 431名 受 伤 人 员 中 ，
369名为九寨沟县境内受伤人员，62
名伤员为松潘等县出现的伤员。

转移人员约 7.
1万人
灾险排查加快推进

面多处出现震裂现象。若尔盖县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苟均桥多处出现裂
缝，其他文物点受损情况正在排查
中。
此外，位于成都平原的四川博物
院、金沙遗址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
等文博机构安好。

“生命通道”加快抢通
县城内市场供应稳定
地震发生后，武警交通部队迅速
响应，从绵阳、成都、北京等地调集
386名官兵、122台套道路抢通装备，
前往灾区进行道路抢通保通工作。
同时在九寨沟县城内，工商部门迅速
行 动 加 强 市 场 监 管 ，维 护 市 场 秩
序。
10日上午，记者随武警交通部队
进入 301省道。行进途中，两侧山体
不时有碎石落下，掀起阵阵尘土，道
路两旁堆有不少因地震而被折断的
树木，以及被落石、树木压扁的汽车
残骸。不少武警官兵正在使用破碎
锤、挖掘机等设备对道路进行清理拓
宽工作。
“上午进行清理的 301省道是九

九寨沟 7级地震发生后，各方聚
力前行，地震灾区道路交通、转移安
置、灾险排查等工作加快推进。
九寨沟灾区道路次序井然，车辆
畅通有序。据四川省公安厅统计，截
至 10日 13时，阿坝州公安交警部门
已累计向松潘、广元、平武、甘肃文县
方向转移疏散滞留车辆 13116辆，转
移游客、务工人员约 7.
1万人。据阿
坝州民政部门初步统计，截至 10日
16时，转移安置震区当地群众 9000
多人。
来自四川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
九寨沟全县范围内排查复核原有隐
患点 227处，有变形加剧隐患点 9处，
发现新增隐患点 33处，巡排查工作
正在加快推进。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成功获取
首批九寨沟地震灾区震后高分辨率
近日，财富中文网发布了最新的
航空和卫星影像，这批影像图已紧急 《财富》中国 500强排行榜。新华保险
送至国家和四川有关救灾部门，用于
凭借稳健的经营与盈利能力再次荣登
指挥决策和抢险救灾。
该榜单，名列第 46位，自 2012年来连
四川省文物局 10日通报，文保
续第 6次登榜。
员和工作人员无伤亡报告，正抓紧核
近年来，新华保险全面回归保险
查震区文物受损情况。据初步排查， 本原，深入推进转型发展，不断优化保
九寨沟县暂统计出 12处古建筑及近
费、产品、年期、费用和利润五大结构，
现代重要建筑不同程度受损。松潘
各 项 指 标 持 续 提 升 ，取 得 了 良 好 成
县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松潘
效。2017年上半年，新华保险共实现
古城墙和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多处
保费收入 612.
39亿元，其中 6月单月
墙面出现裂缝。马尔康市全国重点
原保险保费收入更是达到了 110.
85亿
文物保护单位卓克基官寨墙体及屋
元，环比大幅提升 71%。根据“十三

新华社记者 刘坤摄
寨沟通往成都方向最快捷的道路，此
前有不少游客通过这条‘生命通道’
疏散至成都。目前我们正在进行道
路的保通抢通和清理拓宽工作，以保
障后续装有救援物资的大型车辆能
够进入灾区，进行救援。”武警交通部
队司令员傅凌说。
据傅凌介绍，进出九寨沟景区共
有三条道路，其中以九寨沟景区至黄
龙机场、成都方向道路毁伤情况最为
严重。目前武警交通部队官兵正从
平武县至九寨沟方向、黄龙机场至九
寨沟方向进行双向保通抢通工作。
在加快打通“生命通道”之际，灾
区市场供应保障工作也在有条不紊
地展开。
地震发生后，九寨沟县工商、质
量技术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迅速
成立 4个应急保障工作组，动员九寨
沟县境内的超市、餐饮店在确保自身
安全的情况下正常营业，最大程度保
障游客的基本生活需求，同时对县内
特种设备安全进行全面排查。
目前，县城内绝大多数超市和餐
饮店都处于开门营业状态，市场供应
基本稳定。
据新华社报道

新华保险连续 6年位列《财富》中国 500强
五”规划，新华保险将于 2017年基本
完成转型任务，从 2018年开始进入发
展期，形成新的发展态势。
新华保险的转型发展得到了多方
肯定。此前，
公司分别登上2017年
“《财
富》世 界 500强 排 行 榜 ”第 497位 和
2017年“《福布斯》全球上市公司 2000
强”第 369位，连续两年蝉联双料世界
500强。而早在今年 3月 29日，
穆迪和
惠誉也分别授予新华保险“A2
”及“A”
的保险公司财务实力评级，
展望稳定。

涉嫌贪污罪、受贿罪

江西省文化厅原厅长
被提起公诉

新华社南昌 8月 10日电（记者 赖
星）江西省南昌市人民检察院日前以涉
嫌贪污罪、
受贿罪，
依法对曾任江西省文
化厅党组书记、
厅长的郜海镭提起公诉。
郜海镭，曾任江西省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江西省文
化厅党组书记、厅长，政协江西省第十
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教科文卫体委员
会副主任。
经查，被告人郜海镭在担任江西省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
席期间，伙同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侵吞
公共财物 108万元，数额巨大；其身为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
人谋取利益，并利用职权和地位形成的
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
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
受他人财物共计 196.
85万元。

1
8岁准大学生昏迷多日未醒

同学39段录音
“唤醒”
他

据《法制晚报》消息 39名同学的
努力没有白费，9日，因心脏骤停一直
昏迷了 10天的 18岁准大学生幸营宽，
奇迹般地醒来。
7月 31日，幸营宽因打篮球后突然
晕倒心脏骤停，被送进重症监护室一直
未醒来。他的 39位同学录了 39段音
频呼唤幸营宽，
希望有奇迹可以发生。
9日下午 4点左右，幸营宽的姐姐
幸美伶发朋友圈称弟弟醒了，还能清醒
地认出家人，同学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奇迹真的发生了。
幸美伶说，弟弟两点多就醒了，但
医生并未通知，一直到探视时间，父亲
第一个进去，弟弟听护士说爸爸来了，
激动地想翻身起床。但现在幸营宽还
比较虚弱，呼吸机没有取下无法说话。
家人问及是否还清楚认得大家，幸营宽
点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