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澎湃新闻” 消息 针对“河

南一小学营养餐仅半碗素面” 一

事，9 月 13 日晚， 商水县谭庄镇大

曹小学营养餐问题调查处理组回

复，9 月 12 日谭庄镇大曹小学供餐

点供应蒸面条和米粥， 用鸡架、豆

角、 豆芽配菜， 其中鸡架和蔬菜量

少，与教体局要求的食谱不符，对商

水县教体局主管安全的责任人给予

严重警告处分， 给予谭庄镇中心校

校长尚华民停职处理， 给予中心校

营养专干于留珍撤职处分， 免去谭

庄镇大曹小学韩基风校长职务。

9月 12日，微博网友@haitaode�

发布视频，称河南某小学营养餐是半

碗素面条，引发网友热议。视频显示，

食堂工作人员戴棉线手套，从一盆素

面条中抓了一把，放在排队孩子的碗

中。食堂墙上的公示栏标注了教育局

规定的每日菜品， 还明确配菜的克

数。 有孩子将面条泡水后吃下。

商水县谭庄镇大曹小学营养餐

问题调查处理组发给澎湃新闻的

《关于商水县谭庄镇大曹小学 9 月

12日午间供餐的情况回复》 显示，9

月 12日上午 11点 50分左右， 大曹

村两位学生家长发现当天午间供餐

主食蒸面条，主菜为鸡架，配菜为豆

角、洋葱，量均较少，与餐厅内张贴的

食谱（馒、鸡丁 60 克、炒西葫芦 85

克、包菜 85克、蒜苔 60克）不符。 两

位家长感到不满，随后拍视频上传到

微信群及微博上，引起社会关注。 得

知情况后，商水县组织相关部门与安

全办工作人员于 13 日早上 8:30 到

达大曹小学供餐加工点核实情况。

经查：9 月 12 日谭庄镇大曹小

学供餐点供应蒸面条和米粥， 用鸡

架、豆角、豆芽配菜，其中鸡架和蔬

菜量少，与教体局要求的食谱不符。

对此，河南省教育厅、周口市教育局

高度重视，立即派专员于 9 月 13 日

下午到达商水县事发学校调查，并

与相关人员座谈了解情况， 现场督

办并作出指示。对此，按照商水县农

村九年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食堂

供餐管理办法规定初步处理如下：

一、对商水县教体局主管安全的

责任人严重警告处分，给予谭庄镇中

心校校长尚华民停职处理，给予中心

校营养专干于留珍撤职处分，免去谭

庄镇大曹小学韩基风校长职务。 二、

组织食品药检部门对郑州华康餐饮

有限公司加工点经营情况作进一步

调查，并对相关责任人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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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中新网、@ 衡阳发布消息

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 9 月 12 日晚

发生一起故意驾车伤人恶性案。 记

者昨日从衡东县委宣传部最新获

悉，截至 9月 13 日上午 10 时，已有

11人死亡，44人继续住院治疗。

12 日晚 19 时 40 分许，一辆车

牌为湘 D133ZY 的红色路虎 SUV

车向衡东县城洣江广场正在休闲的

人群进行冲撞后， 驾车司机又向人

群行凶。

接报后， 湖南省委书记杜家毫

作出具体安排，湖南省委副书记、省

长许达哲，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许

显辉立即坐镇湖南省公安指挥中心

指挥调度事件处置工作， 并成立指

挥部及医疗救助、善后处置、案件侦

破等工作组，全力救治受伤人员、加

快对案件的侦查审理、 做好伤亡人

员家属安抚工作。 随后，许达哲、许

显辉赶赴现场对救治和善后工作进

行调度指挥，看望慰问受伤人员。

同时， 公安部派出副部长孙立

军带队的工作组到现场指导案件处

置工作。

44 名受伤人员已分别送往衡

阳市中心医院、南华大学附一、附二

等医院进行救治。 省卫计委主要负

责人率湘雅附一、 附二和省人民医

院组成的省医疗专家组连夜赶赴衡

阳市和衡东县参与救治，实施“一

名伤者一套方案一个救治小组”

“一家医院一个协调工作组” 的救

治措施。

据警方初步审讯， 犯罪嫌疑人

阳某云 1964年出生，衡东县甘溪镇

人，曾因贩毒、盗窃、故意伤害等被

多次判刑，遂产生报复社会心理，当

晚独自驾车冲入洣江广场人群，并

持折叠铲、匕首砍伤现场群众，造成

重大人员伤亡。

为做好善后安抚工作， 衡东县

对每名死伤者及家属分别安排乡镇

和县直机关单位人员， 实行一对一

或多对一服务。 衡阳市县两级志愿

者组织开展志愿服务。 当地红十字

会发动群众开展无偿献血。

根据湖南省检察院的要求，衡阳

市检察院和衡东县检察院高度重视，

衡东县检察院已派员提前介入案件

的调查工作，了解案情，引导侦查。

目前，各项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湖南省衡东县发生一起故意驾车伤人恶性案———

司机驾车撞人致11死44伤

嫌疑人曾因贩毒、盗窃等被多次判刑，产生报复社会心理

小学“营养餐半碗面” 多人被处理

河南省商水县回应相关网络舆情———

据新华社电 记者 13 日从应

急管理部了解到, 国务院安全生

产委员会办公室 12 日就“8·25”

重大火灾事故对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人民政府进行安全生产约谈。

据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

介绍,国务院安委办要求哈尔滨

市政府深刻剖析北龙温泉休闲

酒店“8·25” 重大火灾事故教

训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 ,排查风

险治理隐患,扭转安全生产和消

防安全严峻形势。 应急管理部

副部长付建华主约谈,哈尔滨市

政府负责人汇报了 “8·25” 重

大火灾事故调查处置和后续整

改落实情况。

这位负责人表示,“8·25” 重

大火灾教训深刻, 哈尔滨市要逐

级研究部署消防工作, 层层履行

维护公共安全职责, 盯牢人员密

集场所, 整治消防安全突出问题,

坚决守住“防大火” 的底线。

消防局有关负责人要求哈尔

滨市认真贯彻约谈要求, 严肃处

理火灾事故责任人, 聚焦人员密

集场所和易燃可燃装修装饰材料

清理整顿, 持续加大公共消防设

施建设投入力度, 提升预防火灾

事故的能力水平。

国务院安委办

约谈哈尔滨市

就“8·25”重大火灾事故

据新华社电 针对有外媒称美

方近日向中方发出磋商邀请， 商务

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13 日表示，中方

确实已经收到美方邀请， 对此持欢

迎态度， 双方正在就一些具体细节

进行沟通。

高峰在商务部当日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说，中美经贸磋商团队

近来一直保持着各种形式的沟通，

双方就各自关注的问题进行了交

流。 中方认为，贸易冲突升级不符

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此前， 美方表示可能会对全

部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 高峰

对此回应说， 美国单方面加征关

税的措施， 最终损害的将是中美

两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美方

不顾广大业界、消费者的呼声，不

断释放可能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升

级的信息， 这种讹诈、 施压的做

法，对中方不起作用，无助于问题

的解决。

高峰表示，希望美方顺应民意，

采取务实举措，通过平等、诚信的对

话与磋商， 使中美经贸关系重回正

常轨道。

另外， 针对美方近日声称的可

能会以网络攻击盗窃美国知识产权

为由制裁中国企业，高峰表示，希望

美方能客观公正对待中国企业在美

商业活动，不要捕风捉影，为推行贸

易保护主义寻找借口， 避免使包括

中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对美国营

商环境失去信心。

中方收到美方

经贸磋商邀请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证实：

双方正在就一些具体细节

进行沟通

家长拍摄的“营养餐仅半碗面”泡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