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天下A24 2019-07-12 星期五·社会 96369 8457123责编:盛望 主任:冶永刚 责校:小燕 热线:

本报地址：西宁市长江路5号 广告经营许可证 广告部电话 6125601 排版：西海都市报社编辑部 订阅价 0.60元 零售价 1.00元
邮政编码:810000 青工商广字6300004000084号 发行部电话 8454653 印刷:青海日报社印刷厂 法律顾问:庞顺泽、刘文育、余萍

新华社伊斯兰堡 7月 11日电 据巴基
斯坦媒体 11 日报道，一列客运列车当天上
午在该国东部城市拉希姆亚尔汗与一列货
运列车相撞，已造成至少 13 人死亡、超过
70人受伤。

报道说，从巴东部城市拉合尔始发的
这列客运列车在拉希姆亚尔汗的沃勒尔车
站附近撞上了一列停着的货运列车。事故
造成客运列车多节车厢脱轨。

目前，当地警察和救援人员已抵达现
场进行营救。部分伤员已被送至医院接受
治疗。医院方面消息说，由于部分伤员伤
势严重，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还会上
升。

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在其社交媒
体账号上说，已指示铁道部采取紧急措施
应对铁路基础设施因长久失修而产生的问
题。

本报讯（记者 贺万伟）7 月 11 日，由
西宁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和
盛园住宅小区开始预售登记。由于经适
房特有的经济性和适用性，当日现场登
记二百多户家庭。和盛园，作为西宁市
配售康南片区经济适用房，它的建成为
符合条件的住房困难家庭提供了多点选
择，加快推进了西宁市住房保障建设步
伐，使广大市民住有所居目标更进一步。

>>>>房源概况
康南和盛园住宅小区工程，是西宁

市政府重点保障性建设项目之一，该项
目位于南山东路 151 号，东起解放渠、西
至湟中路，南起凤凰山路、北至南山路，
小区紧邻南山路、湟中路、享堂路、凤凰
山路的多条市政道路，交通非常便利，小
区内整体绿化率在 35%以上，物业服务、
便民超市、休闲场所等设施配套齐全，能

够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要。小区周边幼
儿园、学校、医院、大型农贸市场等配套
设施完善，给居民生活带来很大的便利，
市 内 乘 坐 43、71、81 路 公 交 车 即 可 到
达。本次配售户型套内面积约 80 平方米
至 120 平方米不等。

>>>>申购条件
在西宁市无房或家庭人均（含非本市

户籍共同生活一年以上的直系亲属）住房
建筑面积不足 30 平方米的家庭；申购家
庭人均收入低于 6 万元（扣除所得税、养
老保险、医疗保险、职业年金、住房公积金
等后的家庭实际所得收入）。同时还须符
合以下条件之一：

1、申购家庭成员中有一方为西宁市
户籍（含三县）；

2、年龄在22岁以上的西宁市户籍单户；
3、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务合同或具有

本市工商营业执照的中专及以上学历（含
高职）职工；

4、缴纳西宁市城镇社保满两年的外
来务工人员；

5、原配偶为西宁市户籍，离异、丧偶
的非本市户籍人员。

>>>>产权形式
本次配售经济适用住房按照完全产

权（等同于商品房）、有限产权（即成本价）
价格进行销售

完全产权：按照完全产权购买的经济
适用住房 5年内不得上市交易

有限产权：申购人五年内不得上市交
易，满五年交易者须按照《西宁市经济适
用住房上市交易管理办法》

另：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家庭不能
申请购买经济适用住房

1、已参加集资建房

2、已购买过经济适用住房（含安居工
程）

3、已购买公有住房（含在外地购公有
住房）

接待中心地址：西宁市城东区南山东
路 151号（西宁市特警支队对面）

电话：0971——6301310

经济适用房和盛园小区昨日开始预售登记

美国航空航天局 10 日说，为如期完成
人类重返月球的任务，决定“降级”人类探
索和行动任务委员会的两名“老领导”。

航天局局长吉姆·布里登斯廷在一份内
部备忘录中说，航天局要在 2024年前把“第
一名女性和又一名男性”送上月球，“为实
现这一挑战，我决定变动人类探索和行动
任务委员会的领导层”。

先前主持人类重返月球计划的比尔·格
斯登美尔“降级”，将充任航天局副局长吉
姆·莫哈德的特别助理。格斯登美尔 1977
年起供职航天局，主持过不少知名项目，担
任人类探索和行动任务委员会主管 14年。

格斯登美尔的副手比尔·希尔调至航天
局副局长史蒂夫·尤尔奇克手下，职务同样
是特别助理。

布里登斯廷任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分
管宇航员安全和任务保障的副总裁肯·鲍
尔索克斯为人类探索和行动任务委员会代
理副主管。鲍尔索克斯曾是宇航员。委员
会主管一职人选暂时没有确定。

路透社报道，美国白宫不满航天局人类
重返月球计划的进展，尤其是延期数年且
成本超支的重型火箭“太空发射系统”。副
总统迈克·彭斯 3 月要求航天局 5 年内实现
再次载人登月，比原计划提前 4年。

彭斯当时说，如果航天局没有能力做
到，“我们必须改变结构，而不是任务”。他
希望航天局变得“更精简、更有责任感、更
灵活”。

新华社微特稿

希腊警方 10日证实，8日在克里特岛发现
的女性遗体疑似美国分子生物学家苏珊娜·
伊顿；她很可能死于谋杀。

克里特岛法医安东尼斯·帕帕多曼诺拉
基斯当天告诉美联社记者，在港口城市干尼
亚郊外发现的遗体有非常大可能是上周失踪
的伊顿，有待最终确认。

帕帕多曼诺拉基斯说，鉴于警方仍在调
查，他无法提供更多细节，“我们唯一能说的
是（死亡）由犯罪行为导致”。他推断，死者死

亡时间接近 7月 2日，当时是伊顿最后一次被
人看到。

一名希腊警方人士 10日向路透社记者披
露，当天完成尸体检验，确认死因是窒息。另
一人说，死者身上的挫伤显示她生前遭人限
制行动。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两名当地探险者 8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挖掘的一处
掩体内发现死者，身上盖着粗麻布。希腊警
方根据掌握的线索认定死因是谋杀，按刑事

犯罪立案调查。
一名当地官员说，掩体位于克里特岛西

北部，附近地区是热门旅游景点。
伊顿 59岁，供职于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分

子细胞生物学和遗传学研究所。她上周出席
干尼亚市一次科研会议，2 日外出跑步时失
踪。掩体距离她的失踪地点大约 10公里。她
的护照、钱包、手机、现金和骑行鞋全留在宾
馆房间内。

新华社微特稿

据新华社东京 7月 11 日电 日本宇宙
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11 日宣布，日本隼鸟 2
号 探 测 器 当 天 再 次 成 功 着 陆 小 行 星“ 龙
宫”。隼鸟 2号今年 4月在“龙宫”上制造了
一个撞击坑，此次任务就是采集从撞击坑
中飞散出的小行星内部岩石样本。

隼鸟 2 号首先在小行星“龙宫”上空约
20 千米处待命，然后从 10 日开始朝距撞击
坑不远的目标地点缓慢下降，11 日上午探
测器短暂着陆“龙宫”。日本广播协会电视
台播放了地面控制室内人员欢呼庆祝隼鸟
2号成功着陆的画面。隼鸟 2号采集样本后
已再次飞离“龙宫”表面。

研究人员认为，小行星内部岩石未受太
阳风和宇宙射线影响，分析这些岩石有助
于进一步了解小行星的形成历史和太阳系
的演化等。

一名危地马拉母亲 10 日在美国国会作
证，哭诉她和 19个月大的女儿逃往美国、追求

“更好生活”，却在美国非法移民拘留中心遭
到“冷酷”对待，女儿因为没有获得及时和妥
善医治而夭折。

一名美国议员说，儿童在拘留中心受到
美国政府“虐待”。

破碎“美国梦”
“世界应该知道，”亚丝明·华雷斯在听证会

上说，“拘留中心里那么多孩子发生了什么。”
听证会开始前，她告诉媒体记者，她和女

儿在拘留中心遭到“冷酷”对待。
华雷斯和女儿玛丽亚去年从危地马拉逃

往美国，希望逃避国内暴力环境。“我希望她
有更好的生活环境和未来，”她告诉听证会，

“但她走了，我们再也不能实现愿望。”
这对母女进入美国后申请避难，但“在一

个冰冷的笼子里关了几天”。随后，当局把她
们移送至美国入境和海关执法局设在得克萨
斯州的一处非法移民拘留中心，与 30 多人关
在一起，包括一些生病的孩子。华雷斯说，玛

丽亚在那里遭传染，发高烧、咳嗽、流鼻涕。
华雷斯说：“我求医生和医疗人员给她治

病，但他们没有做。”
“几天后，医生的助手给她看病，说她呼

吸道感染，开了‘泰诺’和蜂蜜止咳。”
玛丽亚的病情持续恶化，华雷斯恳求拘

留中心释放她们，去外面就医。“最终，他们放
了我们，我带着玛丽亚……去找一名儿科医
生，然后转到急诊室。但是，太晚了，玛丽亚
没有能从医院出来。”“离孩子的两岁生日只
差几个月，我却看着她缓慢、痛苦地死去。”

如同“集中营”
这场听证会名为“笼子里的孩子：边境的

非人道对待”，由众议院监督和改革委员会下
属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小组委员会举行。

众议院监督和改革委员会主席伊莱贾·
卡明斯在听证会开始前说，未成年人在拘押
设施所受对待等同于“政府发起的虐待儿
童”，“在美国关押的每一个人应该获得人道
待遇和尊重”。

美国政府所设非法移民关押设施近来遭

曝条件恶劣，对在押人员给予“非人道”对待，
如“喝马桶里的水”。过去数月，6名未成年人
在拘押期间死亡。

小组委员会委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
奥·科尔特斯在听证会上问华雷斯，拘押中心
是否有安全和卫生设施，后者回答：“没有。”
奥卡西奥·科尔特斯上月把那些拘押设施称
作“集中营”。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
莱特 8 日批评美方非法移民拘留设施对待儿
童的做法。“在那些过度拥挤的设施里，儿童
被迫睡在地板上，缺乏医护和食物，卫生条件
差。作为儿科医生、母亲和前国家元首，我深
为震惊。”

“当他们认为终于抵达了安全的地方，却
可能发现他们与亲人遭到隔离，在没有尊严
的环境中遭关押，”她说，“这在任何地方永远
不应该发生。”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 8 日在声
明中说，美方非法移民拘押设施关押儿童涉
嫌违反国际法。 新华社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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