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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福建省泉州市欣佳酒店“3·7”坍
塌事故调查组13日说，据初步调查，该项目
未履行基本建设程序，无规划和施工许可，
存在非法建设、违规改造等严重问题。

事故调查组说，特别是房屋业主发现
房屋基础沉降和承重柱变形等重大事故
前兆，仍然心存侥幸、继续违规冒险经营；
地方相关职能部门监管不到位、“打非治
违”流于形式，导致安全关卡层层失效，最
终酿成惨烈事故。

3 月 13 日上午，国务院福建省泉州市
欣佳酒店“3·7”坍塌事故调查组第一次全
体会议在福建泉州召开，国务院安委会办
公室副主任、事故调查组组长付建华主持。

会议指出，事故发生在全国上下全力
抗击疫情和复产复工的关键时期，事发酒
店还是地方政府指定的医学隔离观察点，
性质严重、影响恶劣。

3 月 7 日晚，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欣
佳酒店发生坍塌事故，当时造成 71人被困
（不含自救逃生的 9人）。到 12日中午，现
场搜救出受困人员 71人，死亡 29人（其中
27 人救出时已无生命体征，2 人送医抢救

无效死亡）。现场搜救工作结束后，国务
院批准成立事故调查组。

付建华说，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

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指示精神和批示要
求，切实增强做好事故调查处理工作的责
任感。事故调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要求，

要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
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全面查
清事故原因。

会议要求，重点查清非法建设和违规
改造问题，查清欣佳酒店违规经营和为何
被选定医学隔离观察点问题，查清有关部
门的失职、渎职问题。要科学细致做好专
业技术鉴定，准确认定事故性质和责任，
依法依规严肃问责。要严格遵守事故调
查纪律，在切实做好自身防疫情况下，提
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尽快拿出一份经得起
科学、实践和历史检验的调查报告。

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
一反三，突出做好当前房屋建筑安全的高
压管控，立即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隔离点、
集中观察点等场所房屋安全风险隐患排
查整治。扎实推进危险化学品、煤矿、非
煤矿山、道路交通、民爆物品、消防、工贸、
旅游等行业领域的安全风险管控和专项
治理，确保复工企业安全生产、稳定运行，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保障经济社会平
稳发展提供良好安全环境。

新华社福州3月13日电

泉州酒店坍塌事故项目存在非法建设违规改造等问题

业主发现事故前兆后仍冒险经营

记者 13 日从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
业协会获悉，由该协会牵头起草制定
的《民用卫生口罩》团体标准正式发
布 。 标 准 围 绕 口 罩 材 料 及 佩 戴 安 全
性、阻隔功能、佩戴舒适性等设定指
标，并对儿童口罩进行详细分类和规
定，为生产、监管提供依据，便于消费
者选择。

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会长
李陵申说，我国口罩标准大致分为三
类。民用口罩标准以《日常防护型口
罩技术规范》为代表，主要针对空气

污染防护；工业领域防护口罩标准主
要适用于工业作业场所；医用领域标
准包括《医用防护口罩技术要求》等，
主要适用于医疗领域。

为方便民众对口罩的选择，生产、
转产企业采标应用和市场监管，中国产
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联合有关单位围
绕日常环境中普通人群用于阻隔飞沫、
花粉、微生物等传播的民用卫生口罩制
定了《民用卫生口罩》团体标准。

标准更突出口罩阻隔功能和佩戴
舒 适 性 ，明 确 细 菌 过 滤 效 率 不 低 于

95％，颗粒物过滤效率不低于 90％，明
确口罩在佩戴过程中应无明显压迫感
或压痛现象，并对鼻夹长度等一系列
指标作了详细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标准对儿童口罩
的规格、外观、安全等进行明确，提出
儿童口罩宜采用耳挂式口罩带，不应
有可拆卸小部件，儿童口罩带不应有
自 由 端 ，口 罩 原 材 料 不 应 使 用 再 生
料，口罩与皮肤直接接触材料不得染
色等一系列指标。

新华社北京3月 13日电

记者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获悉，12 日，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人民法院对一
起妨害公务案作出一审宣判：不愿配合疫情防
控卡点登记工作还拔刀伤人的男子徐某云，被
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2月 14日 19时许，徐某云醉酒后骑电动车
经过弥勒市弥阳镇吉山社区吉山二组村口时，
不配合检查卡点疫情防控工作人员陈某某的
扫码登记工作，并对其进行辱骂，争执中还动
手将陈某某眼镜打落在地。经现场工作人员
劝说，徐某云返回家中，后又再次回到卡点辱
骂陈某某。弥阳镇应急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者
某某、杨某某等人在劝说徐某云离开现场无效
后，准备强行将其带离现场，徐某云用随身携
带的一把折叠刀朝者某某腹部捅了一刀。经
鉴定，被害人者某某的损伤程度为轻微伤。

弥勒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徐某云
在云南省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期间，拒不配
合政府疫情防控工作，以暴力、威胁方法妨害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其行为已构成
妨害公务罪。综合被告人徐某云具有自首情节
且认罪认罚，法院以妨害公务罪依法判处徐某
云有期徒刑两年。 新华社昆明3月13日电

不配合疫情防控卡点登记

云南男子拔刀伤人
获刑两年

12日晚，湖北省应城市海山小区发生部分
居民聚集，引起社会关注。应城市防疫指挥部
13 日回应称：12 日 19 时 30 分左右，海山小区
居民因物资供应问题在小区篮球场聚集，当日
晚些时候小区恢复正常；12 日晚，应城市对小
区防控及市场保供进行再部署，进一步加大保
供稳价力度。

据介绍，海山小区共 3689 户、8012 人。疫
情防控期间，海山小区实行全封闭管理，推行
居民生活日用物资统一代购配送服务，由社区
组织物业实施，严禁他人私自售卖生活物资。
3 月 12 日，一名业主以爱心菜的名义，联系商
家到小区售卖蔬菜，被小区物业阻止并报警。
防控巡逻队赶赴现场处置时，引起部分居民围
观。事发后，应城市有关领导赶到现场处置。
当日晚些时候，小区恢复正常。

针对居民反映的物价问题，应城市委当晚
召开常委会议，对小区防控及市场保供服务进
行再次安排部署。应城市决定，增加保供市场
主体，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全面降低主要生活物
资价格；政府对参与保供的市场主体进行补
贴，降低其运营成本；成立工作专班，从生产基
地采购一批爱心菜，直供城乡居民。

新华社武汉3月13日电

湖北应城回应
小区居民聚集

《民用卫生口罩》团体标准发布

儿童口罩宜采用耳挂式口罩带

3 月 13 日，内蒙古
消防救援总队在乌海市
举行跨区域地震救援拉
动演练，来自乌海、包
头、巴彦淖尔、阿拉善、
鄂尔多斯 5 个盟市超过
200 名 消 防 指 战 员 参
加。 新华社发

搜救现场搜救现场。。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3日发表《2019
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对美国侵犯人
权的状况进行揭露。

报告分为序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
利有名无实、经济和社会权利缺乏基本
保障、少数族裔饱受欺凌排斥、妇女面
临严重歧视与暴力、弱势群体处境艰
难、移民遭受非人道对待、肆意践踏他
国人权，全文约 2万字。

报告指出，美国以自身对人权的狭
隘理解为框架，以称霸全球的核心利益
为标尺，每年根据捕风捉影、道听途说
的材料拼凑出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对不
符合其战略利益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权
状况肆意歪曲贬低，却对自身持续性、
系统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斑斑劣迹置
若罔闻、熟视无睹。

报告称，美国是世界上枪支暴力最严
重的国家。2019年美国共发生 415起大
规模枪击事件，平均每天超过一起，共有
39052 人死于与枪支有关的暴力事件。

报告显示，美国在西方国家中贫富
分化最为严重。2018 年基尼系数攀升
至 0.485，贫富差距创 50 年来新高。美
国在国民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的同
时，医疗教育费用不断攀升，社会保障
覆盖面却在萎缩：2018年的统计数据显
示，美国有 3970 万贫困人口；每晚至少
有 50 万美国人无家可归；有 6500 万人
因医疗费用过高而放弃治疗。

在少数族裔人权方面，报告指出，
美国白人至上主义回潮，美国国内近年
来发生的恐怖活动大多与白人至上主
义暴力有关；美国警察枪杀和残暴虐待

非洲裔案件频发，非洲裔成年人被监禁
的概率是白人成年人的 5.9倍。

在妇女、儿童人权保障方面，报告
强调，美国女性被枪击致死的概率比
其他高收入国家高 21 倍，多达 70％的
美国女性曾遭受来自亲密伴侣的身体
或性暴力；儿童贫困问题触目惊心，截
至 2018 年，美国仍有 1280 万名儿童生
活在贫困之中。

报告认为，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国
际霸权，奉行单边主义，肆意践踏他国
人权，践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
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动辄“退
群”“毁约”，推卸国际责任，动摇全球互
信合作基础；频频“制裁”“动武”，导致
世界多地陷入动荡混乱，引发严重人道
主义灾难。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国新办发表《2019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