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 1 月 19 日晚间 ， 河北
承德市双滦区绕城高速至双桥区
方向一辆货车起火，货车内载有大
量的烟花爆竹爆燃。 该货车司机发
现起火后第一时间逃离现场，爆燃
未造成人员伤亡。

2015年 2 月 19 日下午， 金华
永康一家烟花爆竹店发生爆燃，造
成 5 人死亡。

2015 年 2 月 25 日 9 时 06 分
许，华容县恒兴烟花鞭炮有限公司
万庾镇唐家村烟花鞭炮仓库发生
一起爆燃事故 ， 造成 2 人死亡 ，1
人受伤，1 栋成品仓库被毁。

2015 年 7 月 12 日 9 时许，
河北省宁晋县东汪镇一烟花爆
竹非法窝藏点发生爆燃， 在此间
官方通报的数据中，遇难人数不
断上升。 最新通报显示，事故已
造成 15 人遇难，2 人重伤，23 人
轻伤。

2015 年 8 月 22 日下午，位于
文昌市迈号镇境内的海南省烟花
爆竹厂两个半成品仓库发生爆燃，
随后消防部门立即调集力量和器
械组织扑救。 未有人员伤亡报告。

2015 年 9 月 1 日 15 时许 ，陇
南吉庆烟花爆竹有限公司马街礼
炮厂发生较大爆燃事故 ，造成 3 人
死亡 ，23 人受伤 ， 直接经济损失
299.5 万元。

2015 年 12 月 28 日 10 时 45
分， 焦作武陟县西陶镇石荆村北一
闲置厂房发生爆燃，造成三死四伤。

2016 年 1 月 14 日 10 时 48 分
左右，开封通许县长智镇西芦氏村
西北部发生烟花爆竹爆燃事故。 截
至当日 19 时 ，事故已造成 10 人死
亡，7 人正在接受治疗。 其中，5 人
重伤，2 人轻伤。

本组稿件综合新华社、《法制
晚报》报道

据上饶市委宣传部通报， 据了解，
发生爆燃事故的企业位于洋口镇附近，
距离居民区有较远距离。受爆燃形成的
冲击波影响，周边一些民房门窗受损严
重， 满地散落着碎玻璃。 截至 20 日 9
时，现场仍有零星的烟花爆竹在爆燃。

事故发生后，上饶市委、市政府主
要领导和广丰区委、 区政府主要领导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公安、消防、

卫生、安监、城管、应急及洋口镇村干
部 200 多人开展救援。据统计，截至 20
日 18 时， 因事故造成的受伤人员中，
已有 46 人住院接受治疗， 其中重伤 2
人，生命体征良好。 3 人死亡，1 名失联
人员已被找到并安全回家，当地镇、村
干部已紧急疏散周边群众 1000 多人。

下一步， 当地将全力做好事故现
场清理工作， 防止次生灾害发生，避

免造成新的伤亡； 全力救治伤员，安
抚死者家属， 妥善处理善后事宜；成
立事故调查组。

据了解，洋口镇共有 32家烟花爆竹
生产经营企业，均获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目前， 广丰区已责成所有烟花爆竹企业
一律停产整顿，深入开展安全检查。事故
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事故发生
企业负责人已被公安机关控制。

据在现场的采访记者介绍， 事故
发生后，现场火势冲天，周围三公里建
筑均有不同程度损伤， 上饶全市皆有
震感。

当地多名居民反映，事发地点位于
上饶市广丰区洋口镇一带，事故发生时
附近数公里范围内有强烈震感，窗玻璃
不断震动，“就和地震一样， 现在路上

都能听到消防车的警笛声。 ”
网传一段时长为 1 分 56 秒的视

频显示，发生数次爆燃后，远处有明火
腾空。

记者梳理发现，自 2015 年年初至今一
年多的时间，全国各地发生多起烟花爆竹
爆燃事故。 根据媒体公开报道，不完全统
计，一年多的时间至少发生 8 起烟花爆竹
爆燃，至少造成 38 人遇难。

1月 20 日凌晨零时
30 分左右，江西上饶市广
丰区洋口镇昆山村鸿盛
花炮厂发生爆燃事故。 截
至 20 日 18 时，因事故造
成的受伤人员中，已有 46
人住院接受治疗，其中重
伤 2 人，生命体征良好。 3
人死亡，1 名失联人员已
被找到并安全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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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虫夏草，是青海省最美丽的女儿，她
外形奇特，冬天是虫子，夏天却是草。 夏天
一种称为虫草菌的真菌孢子成熟散落后萌
发成菌丝钻到蝠蛾的幼虫身体内， 吸取幼
虫体内的营养。 蝠蛾的幼虫躲进土壤中，这
时虫草菌长出很多丝状体。 幼虫由于体内
的营养物质被吸完，只剩下僵死的空壳，当
然不能变成蝠蛾了。 第二年春夏，气温和天
气合适，菌丝体从幼虫的口器中长出，伸出
地面。 她生于青海长于青海，然而，她越来
越不快乐。

药材界名媛 未来却很迷茫
作为我国民间惯用的名贵滋补药材 ，

她营养成分高于人参，可入药，也可食用，
是上乘的佳肴，可增强机体的免疫力，滋补
肺肾，对肺癌、肝癌等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人们对她趋之若鹜，
甚至叫她“软黄金”。 随着虫草名声渐噪，她
的身价越来越高，她喜于受人热捧，却也忧
于市场纷乱无章。 虫草价格一路走高，在巨

大经济利益的驱使下，由于销售渠道、经营
消费环境比较混乱，个别商家唯利是图，制
售假冒伪劣冬虫夏草产品， 严重损害了消
费者的利益和她的声誉。
康美中药城落户西宁 冬虫夏草集散中心

最近，她听闻：2015 年 5 月，康美药业与
青海省人民政府签订了 《战略合作协议》，
拟投资 20 亿元用于青海（康美）中药材交
易所并申报康美中药材期货交易所。 康美
中药城项目将以她为核心及西北药材、青
藏特产资源整合为目标， 建设大型药材现
货交易市场平台， 那里拥有虫草及中藏药
检验检测中心、 中藏药旅游产品等相关产
业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创业孵化基地、康美
e 药谷等一流平台。 投身于这里，她肯定未
来会更加规范化、现代化。 徘徊于市井的冬
虫夏草姑娘， 终于有了她想去的地方———
西宁康美中药城，她心中的黄金药王谷。

地理环境优越 未来黄金商圈
她选择了康美中药城， 因为它坐落于

西宁城北区生物科技园区， 东临城市主干
道宁张路，北侧有青海省藏文化博物馆，东
侧是西宁市政府重点打造旅游景区。 这里
将建立中药材期货交易所、 互联网医疗平
台、 医疗集团以及筹建康美健康保险公司
等重大项目。 中药城分建交易中心、商铺以
及地下商业城 ，拥有独立商铺、商业中心、
写字楼、商务公寓、星级酒店等配套设施。

康美助力 冬虫夏草学会了上网

她还听闻， 入驻康美中药城的商户，康
美电商将帮助他们在康美健康网上商城及
天猫商城同时开设网上店铺经营，还顶起评
选优秀商户，在康美中药网、康美 E 药谷等
网络平台做免费的广告宣传。冬虫夏草带领
着她中藏药界的朋友入住这里，在成为优秀
商户的同时，也成为“电商达人”。 她可以预
见，自己未来可以向全世界发出来自康美中
药城的黄金名片，成为青海最优秀的女儿。

最美虫草少女入住青海“黄金药王谷”

因为顺路在车站接了三名同事， 而被查处为
非法运营，扣车罚款……日前，一条关于私家车主
接同事上班被执法人员认为是“黑出租”的微博
引发热议。 法律专家建议，如果对处罚存在异议，
当事人可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主张权利。

顺路接同事，被当成“黑出租”
网友“叶落纷飞”在微博上爆料，说自己的同

事因为在车站接了另外三名同事而被当地客管部
门认为是非法运营，不但现场扣了车，还告知要罚
款 8000 元，扣车两个月。 四人表示可以提供单位
的劳动合同和工资单， 也向执法人员解释如有疑
问还能够进一步提供相关证明， 但执法人员却告
之，开公司车接同事可以，但私家车不可以。

“这件事实在是太冤了！ ”被扣车主刘先生及
其同事告诉记者， 当天早上刘先生顺路在京津城
际武清站接同事，一起去单位在武清的农业基地，
但刚接上人就被武清区交通局客管所的执法人员
拦住，说是例行检查，随后刘先生就被带到执法车
中，通过询问被查处为涉嫌非法运营，几个人怎么
解释都没用。

记者在这份带有公章的“天津市客运交通管
理办公室扣押决定书” 中看到， 当事人刘先生
2016 年 1 月 14 日在天津市武清区城际车站驾驶
汽车涉嫌无证经营，违反了《天津市客运出租汽
车管理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的相关规定，并依
据第三十四条规定，对刘先生的汽车实施扣押。

客管部门：查扣证据系公司“油补”
多名网友纷纷质疑， 执法人员的查扣行为让

人难以理解，难道开私家车接送同事就成了“非
法运营”吗？ 对于同事朋友之间的搭车行为，这样
的执法合理吗？

记者随后联系了武清客管所， 一名姓杨的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 确实因涉嫌非法运营查扣了刘
先生的车， 但是有车主和其中一名乘客的两份笔
录作为处罚证据。 对于记者提出的为何要盘查一
辆无运营标志的私家车， 以及刘先生与乘车同事
之间是否存在钱物交易，他表示“是依据以往的
执法经验去查， 而查扣则是依据在询问过程中得
知的刘先生单位每月给他的交通补贴， 约合每天
15 元”。

天津市客运交通管理办公室执法大队大队长
张玉华表示，当执法人员在场站进行询问时，如果
车主及乘客说明了相关情况后，若无实际证据，执
法人员则不应再纠缠； 单位给职工个人的 “油
补”，若与运营无关，则不能作为处罚的依据；车
主驾驶私家车接送亲朋好友同事等， 如未产生相
关收入，不能视为“非法运营”。

法律人士：执法莫“任性”
天津击水律师事务所主任潘强认为， 在刘先

生的遭遇中，武清客管所存在违法行为，执法人员
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滥用手中权力，对被扣
车主权益造成损害。 建议刘先生采取行政诉讼的
方式，起诉执法主体单位，维护自身权利，同时要
求对因车辆被扣而产生的损失进行赔偿。

潘强表示， 查处非法运营行为的执法主体具
有举证责任，而不是要被查者“自证清白”。 对于
此类“随意乱执法”的现象，应依法追究其责任，
务必保证执法部门的严肃与严谨。 据新华社电

江西一花炮厂发生爆燃事故
●46 人住院接受治疗 3 人死亡
●一年来 烟花爆燃造成至少 38 人遇难 车主：接同事被称“黑车”

网友：执法人员太“任性”

46人住院接受治疗 3 人死亡

周围三公里建筑均有损伤

一年来全国发生多起烟花爆燃事故
一年内至少 38 人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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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现场上空浓烟滚滚

事发现场附近民宅玻璃窗受损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