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中新网消息 青海省西宁市官方

13 日 20 时 40 分许召开新闻发布会称，

该市路面塌陷致公交车陷入大坑事故，

目前已有 13 名伤者送往青海红十字医

院进行救治(截至 19 时 40 分)，伤者伤情

稳定，无生命危险。

经现场初步判断，目前有两人失踪，

搜救工作正在进行中。

据悉，当日 17 时 36 分许，西宁市

城中区南大街体育巷口公交车站，路面

塌陷，刚入站的 17 路公交车(车牌为青

A60015)陷入其中。

记者通过现场拍摄的影视资料看

到，该辆公交车车头陷入坑中，部分车窗

玻璃破碎。坑内有大量线缆，疑似自来水

管道已断裂，水涌入坑内。

事发后，坑内曾有火光冒出。

国网西宁供电公司 19 点 50 分许发

布消息， 此次事故共造成 34 台专变、18

台公变停电，涉及用户 2850 户。 截至目

前，已恢复 3台公变、959户用户供电。

青海西宁路面塌陷

公交车陷入大坑

目前 2 人失踪、13 人被送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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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我国有将近 2.5

亿的老年人口， 面临全球规模最

大、速度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老

龄化进程。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副局

长田世宏 13 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

吹风会上介绍，《养老机构服务安

全基本规范》近日出台发布，这是

我国养老服务领域的第一项强制

性国家标准，也是养老服务质量的

底线要求。

据介绍， 这一标准的主要内

容包括基本要求、安全风险评估、

服务防护和管理要求。 其中，基本

要求部分明确了养老机构应当符

合消防、卫生与健康、环境保护、

食品药品、建筑、设施设备标准中

的强制性规定及要求。 同时，对养

老护理员培训、 建立昼夜巡查和

交接班制度等基础性工作提出了

要求。

安全风险评估部分明确了老

年人入住养老机构前应当进行服

务安全风险评估及评估的相关要

求，这是精准做好养老机构安全防

范的第一关；服务防范部分明确了

养老机构内预防和处置噎食、压

疮、坠床、烫伤、跌倒、走失、他伤和

自伤、食品药品误食、文体活动意

外等九种服务风险的相关要求，是

目前养老机构中老年人容易受到

人身伤害、迫切需要统一规范的九

种情形。

标准中提出的预防和处置措

施都是经过基层长期实践、广泛

验证的有效措施，养老机构只要

高度重视、规范化操作就能大幅

度降低管理中的风险。 管理要求

部分明确了养老机构要做好应

急预案、评价与改进、安全教育

等工作，以便于不断提高服务安

全管理的规范化水平和持续性

改进能力。

民政部副部长高晓兵介绍，

目前， 全国统一的养老机构服务

标准和评价体系的框架已初步形

成。 为便于民政部门和养老机构

充分做好准备， 这一强制性国家

标准规定了两年过渡期， 在过渡

期内， 民政部将分类督促指导养

老机构对标达标， 对条件比较好

的养老机构鼓励率先达标， 对条

件差一点的养老机构要督促、甚

至给一些倾斜政策， 尽快补上短

板。

田世宏介绍， 为顺应人们对

养老服务的新期待， 下一步将加

快推动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服

务、长期照护服务、智慧健康养老

等急需标准制定； 开展养老服务

标准化试点专项行动， 以试点带

动行业整体服务水平显著提升；

探索推进中国标准“走出去” ，加

强国际养老标准跟踪研究和国际

合作交流。

养老服务首个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据新华社电 针对美国宣布

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且制裁涉

及中方实体一事， 外交部发言人

耿爽 13 日表示，中伊两国在国际

法的框架内开展互利友好合作，

合理合法， 也不损害第三方的利

益，理应受到尊重和保护，他敦促

美方立即停止制裁中方实体的错

误做法。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

问： 美国宣布对伊朗的 8 名高官

实施新一轮的制裁。 制裁还涉及

中方实体。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是

否会继续与伊朗在相关领域开展

合作？

耿爽说，中方的原则立场非常

清楚，也非常明确，那就是中方一

贯反对单边制裁和所谓的“长臂管

辖” 。 中方认为动辄使用制裁和以

制裁相威胁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中

方一贯主张，在处理国家关系时应

当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

则以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应当通

过对话谈判等和平方式妥善解决

彼此间的矛盾分歧。

耿爽表示，中方呼吁，各方尊

重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坚持政治

解决的大方向，以实际行动推动中

东海湾地区的局势实现降温、走向

缓和，共同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与

稳定。

针对美方宣布的制裁也包括

中方实体一事，耿爽说，长期以来，

中伊两国在国际法的框架内，在各

个领域开展互利友好合作，合理合

法，也不损害第三方的利益，理应

受到尊重和保护。 “我们敦促美方

立即停止制裁中方实体的错误做

法，我们也将坚定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 ” 他说。

外交部敦促美方———

立即停止制裁中方实体的错误做法

据新华社电 针对有报道称“人

权观察” 组织负责人被禁止入境香

港一事，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3日表

示， 有关非政府组织通过各种方式

支持反中乱港分子， 这些组织理应

受到制裁，也必须付出应有代价。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问，

据报道，“人权观察” 组织执行董事

罗特声称他被禁止入境香港。 你能否

证实？ 如属实，这是否是中国中央政

府向香港特区政府下达的命令？ 原因

又是什么？

耿爽说，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

区政府一向依法处理出入境事务，允

许或不允许谁入境是中国的主权。

耿爽表示，大量事实和证据表

明，有关非政府组织通过各种方式

支持反中乱港分子，极力教唆他们

从事极端暴力犯罪行为，煽动“港

独” 分裂活动，对当前香港乱局负

有重大责任。 这些组织理应受到制

裁，也必须付出应有代价。

“人权观察”组织负责人

被禁止入境香港

■相关新闻

■新闻速递

拒绝撤军

伊拉克官员:美威胁冻结伊拉克央行账户

据澎湃新闻消息 1 月 13 日， 记者

从重庆市公安局大渡口区公安分局指挥

中心获悉，13 日上午美德佳园小区 “一

人跳楼砸中另一人” 事件属实。 事发小

区所在的新山村街道办事处则表示，工

作人员正在现场处理此事，具体情况暂

不清楚。

13 日，美德佳园小区业主张明（化

名）告诉澎湃新闻，事发该小区 2 号楼。

他在现场看到， 一名约七十多岁的男性

和约 30多岁的男性躺在地上。有民警拉

起警戒线，多名群众围观。现场有殡仪馆

的车辆，有工作人员将两名死者抬上车。

据张明了解， 跳楼者是前述老年男

性，他也是该小区的业主。 13日上午从 2

栋 12 层楼跳下。 当时，一名三十多岁男

性在楼下打电话，不幸被砸中、死亡。

记者从重庆市九龙坡区一家殡仪馆

获悉，13 日上午， 该殡仪馆工作人员从

美德佳园小区拉回两具遗体。

重庆一男子跳楼

砸中路人

目击者：两人死亡

据新华社消息 伊拉克官员披

露，美国政府以冻结伊拉克中央银

行在美金融账户相要挟，施压伊方

保留驻伊美军。

《华尔街日报》11 日报道，伊

拉克看守政府总理阿迪勒·阿卜

杜勒—迈赫迪将驻伊美军撤离视

作伊拉克避免更严重冲突的唯一

解决方案， 近期主动联系美方商

谈撤军事宜。 美方在回应中坚持

留在伊拉克， 暗示撤军将影响美

伊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

的伙伴关系。

不愿公开姓名的伊拉克官员

说，美方还向伊拉克总理办公室传

递消息，称如果伊拉克坚持推动美

军撤离，其央行在纽约联邦储备银

行的账号可能被切断。

阿卜杜勒—迈赫迪的助手

说，伊方担心美金融制裁，但相信

美方不会轻易付诸实施，“如果这

么做，美国将永远失去伊拉克” 。

与不少国家一样， 伊拉克央

行在纽约联储开设账户， 以存储

原油出口等外汇收入， 必要时以

美元支撑本国货币汇率， 稳定经

济。 根据伊拉克官方数据， 截至

2018 年， 伊拉克央行在纽约联储

的账户资金近 30 亿美元，对财政

吃紧的伊拉克政府来说并不是小

数目。

伊拉克拉比证券公司主席什

万·塔哈说，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体

系“基本上卡着整个（伊拉克）经

济的脖子” 。

2015年，美方以资金可能转移

给伊朗的银行或极端组织为由，冻

结伊拉克央行在纽约联储的账户

数周，直接导致伊拉克货币第纳尔

汇率大跌， 迫使当局削减公共开

支，经济蒙受更广泛冲击。

在伊拉克国民议会， 一些议

员担忧美方制裁冲击， 呼吁政府

慎重应对驻伊美军撤离事宜。 伊

拉克国民议会议长穆罕默德·哈

布希说，一旦美国切断金融往来，

伊拉克政府 “将难以履行对国民

的承诺” 。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

我国面临全球规模最大、速度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老龄化进程

中方表示：允许谁入境是中国的主权

相关链接

2019年 12月 24日晚， 重庆市

沙坪坝区发生男子李某跳楼事件，

当时正好有两名女生从下面路过，

不幸被砸中， 导致两名女生当场死

亡， 经了解两名女生为参加艺考的

高中生。

本报综合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