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 4 号台

风今天在海南三亚到文昌一带沿海

登陆。 华南南部沿海、海南等地有大

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广东沿海、海

南、 广西沿海等地带来 6 至 7 级大

风，部分海域风力可达 8 级，阵风 9

至 10级。

近两日， 我国南北方持续高温，

粤闽赣皖陕多地高温进入 “烧烤模

式” ， 一些地方暴雨酷暑交替出现，

桑拿天气挥之不去。民政部昨天发布

消息，暴雨天气已致吉林、四平、延边

等 6 市州 63.7 万人受灾，8 人死亡

失踪。 国家减灾委、民政部针对灾情

于 15 日 10 时 30 分启动国家Ⅳ级救

灾应急响应。 紧急转移安置 10.6 万

人， 农作物受灾面积 138.3 千公顷，

直接经济损失 9.6亿元。

综合央视 新华社

央视记者刚刚从常熟市政

府获悉， 常熟火灾系人为纵火

导致。 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案

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据此前国家安监总局通

报：据江苏省安监局报告：2017

年 7 月 16 日 4 时 32 分， 苏州

常熟市虞山镇漕泾 2 区 74 幢

发生火灾， 截至目前， 造成 22

人死亡，另有 3 人轻伤，火势已

经扑灭。 人员伤亡、火灾起因等

相关情况目前正在进一步核

实。 江苏省安监局有关负责人

已赶赴现场。

接到事故报告后， 国家安

监总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付

建华立即派出工作组赶赴现

场指导协助地方政府做好事

故处置等善后处理工作；要求

江苏省安监局配合地方政府

全力救治伤员，核清事故有关

情况，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

规严肃追责。

江苏省委书记李强、代省

长吴政隆迅速做出批示 ，并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导处置

工作。

江苏省及苏州市共派出 5

名烧伤专家到医院指导医疗

救治工作。目前，2 名轻伤人员

正在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烧

伤科进行“一对一” 24 小时治

疗处理。

根据江苏省公安厅提供的

情况，经现场勘查，起火建筑为

两层砖混结构群租房， 系当地

四阿哥私房菜饭店租用的员工

宿舍。 现场有汽油焚烧的痕迹，

房门均被反锁。 经调取现场及

周边视频监控录像， 犯罪嫌疑

人已初步确定， 当地公安部门

正在全力开展嫌疑人查找和抓

捕工作，苏州、常熟两级检察院

已提前介入。 综合央视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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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戈壁过沙漠 跨越 930公里无人区:

京新高速大通道全线通车

江苏常熟火灾系人为纵火

目前已造成 22 人死亡，犯罪嫌疑人被抓获

世界上穿越沙漠、 戈壁最

长的高速公路———京新高速内

蒙古、甘肃、新疆三省区路段 7

月 15日上午同时通车，京新公

路大通道全线贯通。 这意味着

从北京到新疆的高速公路全线

贯通， 北京至乌鲁木齐的公路

里程缩短近 1300公里。当天通

车的三个路段共 1243 公里，分

别是内蒙古自治区临河至白疙

瘩段，930 公里，这是我国里程

最长的高速公路项目； 甘肃省

白疙瘩至明水段，134 公里；新

疆自治区明水至哈密段，178

公里。工程穿越戈壁乌兰布和、

腾格里和巴丹吉林荒漠地区和

无人区。

编号为 G7 的京新高速公路

是国家高速公路网重要组成部

分，连接北京、河北、山西、内蒙

古、甘肃、新疆， 串联起北京———

张家口———乌兰察布———呼和浩

特———包头———临河———额济纳

旗———哈密———吐鲁番———乌鲁

木齐等各个城市。 根据不同路段

建设时序的安排，目前在北京、河

北、 山西境内个别路段与京藏高

速共线， 新疆境内经哈密与连霍

高速共线。

北京至乌鲁木齐高速公路是

我国高速公路网规划以北京为中

心的第七条放射线， 是连接内地

与新疆的第二条大通道， 是国家

西部大开发的重要交通要道。 和

现有公路相比， 京新高速使北京

到乌鲁木齐的距离缩短近 1300

公里， 并开辟了一条新疆霍尔果

斯口岸至天津港的最快捷出海通

道， 将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

之路相连。 未来还将新建北京至

临河段高速路段。

京新高速是世界上穿越沙漠

戈壁最长的高速公路， 中途穿越

930 百公里无人区， 没有水， 没有

电，没有通信。 在这片几乎与现代

文明隔绝的戈壁滩上，这个世界之

最是怎样完成的呢？

没有水是施工进程中遇到的

最大的难题。 施工队聘请专业人员

在工地方圆十几公里勘测打井，多

数是枯井。 而找到了最近的水源，

又没有路，施工人员专门修建拉水

便道， 开车来回 10 个小时 150 多

公里才能拉回一车水。

没有通讯信号，后来虽然建立

了通讯基站， 但一刮大风就断网；

刚进入工地没有宿舍，建设者们在

戈壁上挖了几米深的大坑，把帐篷

扎在大坑里防风。 冬季最低温度达

到零下三十多摄氏度，夏季最高温

达到四十摄氏度以上，地表温度近

七十摄氏度，说来就来的沙尘暴更

是让人猝不及防。

没有路， 施工材料进不了工

地，施工人员就修建了比高速路还

长的施工便道，同时还配套建设了

长 454 公里的供水工程和 936 公

里的输配电线，解决了施工过程中

缺水少电的难题。

综合央视 新华社

连接六省区市全长约 2768公里

世界之最

是怎样完成的？

4号台风

昨日登陆海南

南北多地暴雨酷暑交替出现

据日本媒体 7月 15日报道，日本

警方公布在日遇害中国籍姐妹尸检

报告显示，两人因脖子被勒住导致窒

息死亡。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也于当天提

醒在日中国公民加强自我保护。

据日本据专案组介绍，两人除颈

部遭压迫之外， 身体上还有淤青，生

前疑遭殴打。 据悉，死亡时间为 7 月

上旬。 姐妹俩被发现时身体已发生变

色，生前疑遭殴打。

此前，涉嫌杀害中国籍姐妹的日

本男子，目前已被神奈川县警察本部

特别搜查组控制，即将面临逮捕。 日

本新闻网消息显示， 该男子年龄 30

多岁，家住横滨市，已婚，在姐姐陈宝

兰打工的地方与其相识，两人有感情

和金钱纠葛。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 15 日发布领

事提醒：近年来，日本发生数起涉及

在日中国公民的偷窃、暴力、杀人、抢

劫等类型的刑事案件。

据《新京报》等

因脖子被勒导致窒息死

亡，身上还有淤青

日本警方公布

遇害中国姐妹死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