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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航否认为官员安排前11排座
南航：官员没提这要求，员工不了解情况草率编发不实信息
近日，
一篇关于中国南方航空的
报道广泛传播。
这篇名为《
“只要前11排座位的
—为政府执行要务护航》
的
旅客”
——
文章，说的是南航在7月下旬接到来
自西安市政府的电话，
要求南航在一
架从成都飞往西安的航班上，为“政
务团”
提供特殊服务。
“政务团”提出的要求是，
“全
部安排在前11排的座位，并与普通
旅客进行一定隔离”，而南航在接
到电话后，紧急出动，终于圆满完
成了任务。
这篇报道在网络引发热议，
不过
不是赞扬，
而是一片质疑之声。很多
人认为在
“八项规定”
的大背景之下，
一方利用公权力搞
“特殊化”
，
另一方
则是媚上的
“有求必应”
，
造成了对其
他乘客的不公平。
随后，南航方面撤下稿件，并表
示是发错了，
但依旧无法平息舆论。
面对这样的情况，中国南方航
空12日在微博发表情况说明，称西
安党政代表团购买的舱位符合中央
“八项规定”要求。在实际办理过程
中，西安市工作人员没有提出“全部
安排在前11排的座位”的要求，也没
有提出“同普通旅客进行一定隔离”
的要求。
情况说明中称，
是个别人员在未
完全了解具体事实的情况下，
按照团
队旅客统一集中座位的惯例，
草率编
发了与实际情况不符的信息。

■事件回顾 “6
6人政府政务团要求安排在前11排的座位”
根据网上流传的原文截图，该文章署
名为南航西安分公司党群工作部，发布在
民航资源网上，以下为部分文字内容：
(月!-日，
南航西安分公司营运部客户
接待处电话接到一项服务请求，
“希望我们
一行--人能全部安排在+月-日西安*成都
的/0-.##航班上，
并且全部安排在前&&排
的座位。
”
接到电话的客户专员立刻联系收
益一组值班组长胡升华。胡组长一边警觉

■南航回应

地询问客户出行目的，
一边调舱。
一开始客户不愿过多透露，经再三保
证不会透露客户行踪，客户回复为政府执
行特殊要务，需保证同普通旅客进行一定
隔离。/0-.##航班为西安经停航班2胡组
长立即联系前续航班航线员，保证长航段
销售的旅客集中安排在&!排以后。
负责本条航线的收益二组组长杨唯娜
第一时间获知后，
主动跑到单位加班，
联系

员工不了解情况草率编发不实信息

8月12日，中国南方航空在微博发表 班前往成都考察，购买的舱位符合中央
要求。当天执行该航班的机型
《关于西安市党政代表团乘机的情况说 “八项规定”
为1#!&*!""型，共&(,个座位，其中经济
明》，
以下为部分文字内容：
!"&(年(月!,日下午.点.'分，我司营 舱自#&排至'+排，
共&-(个座位。
销业务人员接到西安市工作人员电话，询
在办理乘机手续时，按照团队旅客值
问团队订票情况，
行程为一周后西安至成 机的相关规定，
我司尽量考虑将该团队座
都。因团队人数较多，我司业务人员答复 位相对集中。由于该航班为大连经停西安
在了解舱位总数后回复。之后，西安市党 前往成都的过站航班，
在始发大连站已有
政代表团于!"&(年+月-日乘坐/0-.##航 许多前往成都的旅客选择前排座位，因此

■多知道点

运行指挥部，
平衡配载，
为--名政府政务团
争取到前&&排--个座位。在录入名单时，
杨
组长还发现政务团里有西安市委，市政府
等官员后，
又及时联系客户推荐公务舱，
以
优质的服务保障承诺赢得了客户的心。
+月-日，
西安分公司领导总经理陈茂
俊放弃休息日，专程赶赴机场，为整团保
障做出部署工作。&"3.'，/0-.##在保障服
务人员的目送下准时起飞。

在实际办理过程中，
该团队经济舱座位被
分配到经济舱#&排至'+排之间。
在此过程中，西安市工作人员没有
提出“全部安排在前&&排的座位”的要
求，也没有提出“同普通旅客进行一定隔
离”的要求，我司个别人员在未了解具体
事实的情况下，按照团队旅客统一集中
座位的惯例草率编发了与实际情况不符
的信息。

公务员出差的购票方式

按照规定，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
和团体组织工作人员，以及使用财政性资
金购买公务机票的其他人员要使用公务
卡在政府采购机票管理网站购买机票，或
者通过具备中国民航机票销售资质的各
航空公司直销机构或机票销售代理机构，

使用公务卡或银行转账方式购买，这种方
式需要在支票、
汇款等票据上标注资金用
途为“公务机票购票款”
。标注有政府采购
机票查验号码的《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
单》是报销凭证。国内航空公司会依据政
府采购合同约定给予公务机票优惠。按照

要求，他们要尽可能选择低价机票，原则
上不得购买全价机票，对于各航空公司提
供的低于政府采购优惠票价的团队价格
或促销价格机票，他们可选择购买，但不
再享受政府采购优惠。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 北京青年报官微

赤峰遭龙卷风袭击 致5死58伤
8月11日16时许，赤峰市克什克腾旗
和翁牛特旗遭受龙卷风袭击，灾害主要波
及2个乡镇的4个行政村。灾害已造成5人
死亡、58人受伤。
目前受伤人员都已送往医院进行救
治，受灾群众得到妥善安置，救灾工作正
在逐步展开。
灾情发生后，赤峰市公安消支队防立
即调集5个消防中队、10辆消防车、38名官
兵赶赴翁牛特旗和克什克腾旗受灾点，开
展抢险救援工作。到达翁牛特旗受灾点
后，消防进行逐户逐间，不留死角、地毯式
18时40分左右，搜救组在村东头房
搜救，
间内发现1名被困人员；疏散组通过单架
及人背的方式对现场被困人员进行疏散，
共抬出被困人员11人。经过3个小时夜间
连续奋战，成功疏散被困人员30人。经核
实比对，现场已无被困人员，被救人员也
21时
已被安全疏散到临时搭建的帐篷里，
40分，消防官兵安全撤离了现场。
克什克腾旗土城子镇多处民房损毁

严重，共有2134户7262名群众受灾，47名
受伤群众已送到旗蒙中医院、旗医院、土
城子镇中心卫生院救治。记者从当地救灾
指挥中心了解到，因灾需转移安置的1238
名群众也已全部转移至附近4所学校中。
帐篷、被褥、大衣、矿泉水、方便面等物资
正在陆续运达。
翁牛特旗毛山东乡有29户房屋倒塌，
部分道路冲毁。政府部门统计共有2156亩
农作物绝收。目前，市、旗、乡三级出动消
防、公安、医护人员等160余人，会同毛山
东乡干部群众展开救援工作。
龙卷风致3000多户停电，电力部门紧
急抢修。据国家电网赤峰供电公司有关负
53个台区停
责人介绍，
有4条10千伏线路、
运，涉及停电用户3763户。灾情发生后，
公
司组织人员第一时间赶赴受灾现场，核查
电力设施受灾情况，并分别向受灾地点派
驻发电车或发动机进行应急电源保障，同
时连夜组织开展应急抢修，现已有982户
恢复了通电。
据新华社 央视 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土城子镇五台山村一民居受损

■据新华社

龙卷风超声速风能 能让木棍击穿钢板
人们还无法测定，因为任何风速计都经受
不住它的摧毁。一般情况，风速可能在每
秒'%*$'%米，极端情况下，甚至达到每秒
#%%米或超过声速。不过，
龙卷风中心的风
速很小，甚至无风，这和台风眼中的情况
很相似。
风能：超声速的风能，可产生无穷的
威力。$+,-年，美国圣路易斯的龙卷风夹
带的松木棍竟把一厘米厚的钢板击穿。
$,$,年发生在美国明尼斯达州的一次龙
卷风，使一根细草茎刺穿一块厚木板；而
一片三叶草的叶子竟像楔子一样，被深深
嵌入了泥墙中。
风声：龙卷风所到之处，吼声如雷，强

的犹如飞机机群在低空掠过。这可能是由
于涡旋的某些部分风速超过声速，因而产
生小振幅的冲击波。
低气压：尤其可怕的是龙卷内部的
低气压。这种低气压可以低到.""毫巴，
甚至!""毫巴，而一个标准大气压是&"&#
毫巴。所以，在龙卷风扫过的地方，犹如
一个特殊的吸泵一样，往往把它所触及
的水和沙尘、树 木 等 吸 卷 而 起 ，形 成 高
大的柱体，这就 是 过 去 人 们 所 说 的“ 龙
倒挂”或“龙吸水”。当龙卷风把陆地上
某种有颜色的物质或其他物质及海里
的鱼类卷到高空，移到某地再随暴雨降
到地面，就形成“鱼雨”
“ 血雨”
“ 谷雨”

“钱雨”了。
破坏力：当龙卷风扫过建筑物顶部
或车辆时，由于它的内部气压极低，造成
建筑物或车辆内外强烈的气压差，倾刻
间就会使建筑物或交通车辆发生“爆
炸”。如果龙卷风的爆炸作用和巨大风力
共同施展威力，那么它们所产生的破坏
和损失将是极端严重的。但是，在通常的
情况下，如果龙卷风经过居民点，天空中
便飞舞着砖瓦、断木等碎物，因风速很大
也能使人、畜伤亡，并将树木和电线杆砸
成窟窿。就是一粒粒的小石子，也宛如枪
弹似的，能穿过玻璃而不使它粉碎。
据中国天气网

九寨沟地震与三峡工程有关吗？
地震专家：
没有构造上的任何联系
我国地震近期是否进入活跃期？水库
有可能引发大地震吗？8月11日，
记者采访
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厚群以及中国地震
台网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刘杰，专家们对
我国大陆地震活动情况等社会关心的热
点问题进行了解答。

5级大地震或7级强震
地震活跃期是以7.
群作为活动标志来划分的，如1920年宁
5级大震、1988年云南澜沧7.
6级
夏海原8.
1级地震。此
地震、2001年昆仑山口西8.
0级地震，属于我国正常的地
次九寨沟7.
震活动。

我国地震近期进入活跃期？

水库有可能引发大地震吗？

2017年8月8日至9日，我国西部发
0级地震和新疆精河6.
6
生四川九寨沟7.
级地震。短时间内连续发生强震，有人
担心：我国是否进入了地震活跃期？对
此专家表示，我国地震活动处于正常活
动水平。
据了解，历史上短时间内连续发生强
震的情况是有的，如1955年4月14日四川
5级地震，次日新疆乌恰便两
康定发生7.
0级地震；1966年3月6日西藏札
次发生7.
6级地震，8日河北隆尧发生6.
8
达发生6.
级地震；2008年10月5日新疆乌恰发生
6.
8级地震、10月6日西藏当雄发生6.
6级
地震。因此，连续发生强震不是一个罕见
事件。
我国地震活动水平是比较高的，年均
20次5级地震、3至4次6级地震、0.
67次7
0级地震前我
级地震。刘杰介绍，九寨沟7.
国大陆7级地震平静已达24个月，6级地
震平静已达8个月，2017年1月至7月也只
发生了4次5级地震，地震活动水平是比
较低的。
刘杰指出，这两次地震发生是对前一
段低地震活动水平的补充，目前我国仍处
于正常地震活动状态内。
刘杰还告诉记者，我国发生7级地震
是比较常见的现象，平均3年2次7级地
震。根据1900年以来地震活动资料，我国

四川省水利资源丰富，水库数量较
多。近期也有一些舆论认为水库和地震的
发生有一定关联。那么，到底什么是水库
地震？水库有可能引发大地震吗？
陈厚群介绍，水库地震主要分为两
类：一类是水库蓄水后，两岸原来存在的
溶洞、矿洞，由于水体淹没的影响发生陷
落，在库区诱发地震，一般震级不会很大
且能量有限；另一类是，库区正好穿越发
生地震的断裂带，水库蓄水后水渗入地
下，孔隙压力升高，抗滑强度减弱，水库起
到触发作用。这些区域原本就有地震，水
库蓄水起到一定的触发作用。
资料显示，水库诱发地震的研究始于
20世纪初。水库蓄水诱发的地震多为中小
地震，对水库不会产生大的破坏。
陈厚群表示，到目前为止已建成的
水库当中，发生地震的水库极少，而发生
6级以上水库地震的水库全球仅4个。应
该说，由水库引发大地震的可能性是极
低的。

九寨沟地震与三峡工程有
关吗？
0级 地 震 发 生 后 ，网
四 川 九 寨 沟 7.
上 出 现 了 一 些 对 地 震 形 势 的 臆 测 ，并
将此次地震与三峡大坝相联系。受访

专 家 均 指 出 ，三 峡 工 程 不 可 能 引 发 九
寨沟地震。
陈厚群介绍，九寨沟地震的震中为北
20度、东经103.
82度，位于岷江、塔
纬33.
藏、虎牙三个断裂带附近，该地区本来就
是地震多发区。这次地震是印支板块向北
挤压导致川西北地块挤出，由局部走滑剪
切引起的。
同时，陈厚群告诉记者，三峡工程坝
址及水库区属华南地震区的长江中下游
地震带，它和引发九寨沟地震的断裂不在

同一个构造单元上，两者之间完全没有构
造上的任何联系。
此外，从九寨沟到三峡工程的直线距
离约700公里，其间分布着不透水性的地
层，库水与九寨沟地震的构造带也不存在
水力联系。陈厚群表示，三峡工程在建库
以前就做了大量的论证工作，其中一项就
是论证三峡大坝蓄水以后会否引起水库
地震。他表示，三峡大坝本身坝址所在就
是稳定地块，构造相当稳定。
据新华社

四川九寨沟县7级地震后
4人散布地震谣言被查处
新华社电 记者8月12日从公安
部获悉，四川省阿坝州九寨沟县发生
地震灾情后，少数网民在互联网上散
布地震谣言信息，严重影响社会秩序、
引发社会恐慌。对此，
公安部迅速部署
四川、陕西等地开展查处工作，现已依
法查处一批借机编造传播谣言信息的
网民，其中4人已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处罚，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经查，网民陈某某、殷某某在微信
群假冒“中国地震局四川分局”名义散
布谣言信息称，
“2017年8月9日凌晨3
时陕西、甘肃、青海等地将有余震发
生”
；网民金某某假冒“中国地震台网”
名义在微信群造谣称，
“8月8日21时许
5级
在陕西汉中市老君金寨附近发生6.

习近平应约同特朗普通电话

有关方面要避免
加剧半岛局势紧张的言行
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12日应约同美国总
统特朗普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我同总统先生上个月在德国汉堡举行
了很好的会晤。我们作为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就共同关
心的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对中美关系发展十分重要。双
方应该继续按照我和总统先生达成的共识，加强对话与
沟通，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妥善处理彼此关心的问题，
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中方重视总统先生年
内将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两国工作团队要共同努力
做好准备工作。
特朗普表示，很高兴汉堡会晤后再次同习近平主席
通话。我同习主席就重大问题保持沟通和协调、两国加
强各层级和各领域交往十分重要。当前，美中关系发展
态势良好，我相信可以发展得更好。我期待着对中国进
行国事访问。
两国元首就当前朝鲜半岛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
强调，中美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朝鲜半岛和平
稳定方面拥有共同利益。当前，有关方面要保持克制，避
免加剧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的言行。解决朝鲜半岛核问
题，归根结底还是要坚持对话谈判、政治解决的大方向。
中方愿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同美方保持沟通，共同推动
朝鲜半岛核问题妥善解决。
特朗普表示，充分理解中方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发
挥的作用，美方愿同中方继续就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
地区问题保持密切沟通。

国务院京昆高速
“8
·10”
交通事故调查组成立
新华社电 8月12日上午，国务院陕西安康京昆高
速“8
·10”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在陕西西安成
立，并召开全体会议。
在全体会议上，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家安全监管总
局副局长徐绍川等对事故调查及相关工作进行部署，要
求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有效
防范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
会议要求，事故调查组要依法依规、严肃认真地做
好事故调查处理工作。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刻吸取事故
教训，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深入做好安
全生产大检查工作，进一步加大对重点行业领域及与人
民群众生活出行密切相关的领域的检查力度。进一步加
大专项整治力度，强化道路交通安全监管。进一步加大
基础建设力度。严格落实重大安全风险“一票否决”制
度，牢固树立“隐患就是事故”的观念，促进安全生产形
势进一步稳定好转。
8月10日23时许，陕西安康市境内发生一起特别重
大道路交通事故，已造成36人死亡、13人受伤。
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作出重要批示，要
求全力救治受伤人员，最大程度减少伤亡，做好善后工
作。同时要求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尽快查明事故原
因，依法依规严肃问责。事故调查组由国家安全监管总
局牵头，公安部、监察部、交通运输部、全国总工会、陕西
省政府负责人及有关地方、部门人员和专家组成，并邀
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派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事故调查。

付中介10万找外国男友
分手后要求返还被驳回

■链接

直径：龙卷风的范围小，直径平均为
!""至#""米；直径最小的不过几十米，只
有极少数直径大的才达到$%""米以上。
持续时间：龙卷风的寿命也很短促，
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最多不超过
几小时。
移动速度：龙卷风的移动速度平均每
秒&'米，最快的可达(%米。
移 动 路 径 ： 长 度 大 多 在 $% 公 里 左
右，短的只有几 十 米 ，长 的 可 达 几 百 公
里以上。
破坏宽度：造成破坏的地面宽度，一
般只有)至!公里。
风速：龙卷风里的风速究竟有多大？

综合 A03

地震”；网民齐某在微信群造谣称，
“阿
7级地震”
坝地区将发生8.
。公安机关已
对上述4名网民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处
罚。此外，
针对一些不法分子借九寨沟
地震，以网络募捐名义实施诈骗、借机
敛财的行为，公安机关已掌握相关违
法犯罪线索，正在抓紧开展打击查处
工作。
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对于借自
然灾害之机故意制造传播谣言、实施
诈骗敛财等违法犯罪活动，公安机关
将依法严厉打击查处。希望广大网民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发现谣言及
时举报，共同维护健康的网络环境和
良好的社会秩序。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汤洋）沈阳女子王某与辽
宁省婚姻服务中心签订协议，支付10万元服务费，要求
对方提供涉外婚姻介绍服务，
并要介绍成功。
王某自称与外籍男友分手后，将婚姻服务中心起诉
到法院，要求返还10万元服务费。
近日，法院发布案件判决结果，王某的诉讼请求被
驳回。
2015年8月，王某与辽宁省婚姻服务中心签订一份
服务协议，由婚姻服务中心有偿为王某提供涉外婚姻介
绍服务，约定王某在服务期任意时间内达到“交友服务
成功”目的，该服务协议自然终止。对“交友服务成功”协
议约定了四种情形：王某与男友到国内结婚；男友在国
内见面后回到其所在地移民局递交未婚妻签证申请，并
获得受理信件及号码，获得未婚妻签证与男友在国外登
记结婚；男友协助王某递交未婚妻签证或申请旅游、探
亲、家庭团聚签证；王某开始办理签证申请或其男友为
王某办理签证申请时。
双方约定服务费10万元。之后，婚服中心为王某介
绍了一位美国男子并见面。
2016年9月，王某申请了美国未婚妻签证并在广州
面试。之后，王某称双方已分手，起诉婚服中心，要求返
还10万元服务费。
法院审理此案认为，双方签订协议，约定由婚服中
心为王某介绍外国男友，即为王某提供涉外婚姻介绍服
务，婚服中心作为国内婚姻介绍机构无涉外婚姻介绍资
质，该服务超出其经营范围。婚服中心提供的证据能够
证明，其已按合同提供了服务内容，王某也自认其已申
请未婚妻签证并进行了面试，所以应当认定双方所签合
同有效。王某要求返还服务费10万元无法律依据，法院
一审驳回王某诉讼请求。
宣判后，王某不服，提出上诉。近日，法院发布案件
二审结果，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5人组成虚假“联保体”
骗取银行1500万元贷款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汤洋）张某等五人组成“联
保体”，谎称经营海参圈、拥有育苗室，每人骗取银行300
万元贷款。
近日，法院发布案件判决结果，张某因骗取贷款犯
罪获刑，另有多人被另案处理。
2013年4月至6月，苍某为骗取银行贷款，先后由其
本人或通过王某、王某某联系到张某及朱某、张某某、贾
某、刘某，组成虚假的五人“联保体”。
在五人均明知成立该“联保体”以骗取银行贷款为
目的、贷款申请材料是伪造，且“联保体”成员均不符合
银行联保贷款条件的情况下，经苍某等人授意，张某等
“联保体”五名成员在瓦房店向银行调查人员谎称自己
分别经营数百亩的海参圈、拥有育苗室，又来到该银行
大连越秀支行办理贷款手续。张某等五人分别骗取银行
贷款300万元。
2014年9月，张某经大连市公安局三台派出所口头
传唤，到该所接受讯问，到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10
月16日，张某被警方取保候审，之后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逃脱。
2017年5月，
张某被警方逮捕。5月15日，张某主动偿
还银行欠款10万元，并取得谅解。
法院审理此案认为，张某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贷款
100万元以上，情节严重，侵犯了国家金融秩序和财产安
全，已构成骗取贷款罪。张某的犯罪行为造成的被害单
位的经济损失依法应予退赔。
张某与另案处理的苍某共同故意实施犯罪行为，为
共同犯罪。张某自动投案后又逃脱，依法不能认定为自
首。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且偿还被害单位部分欠
款，取得被害单位谅解，依法予以从轻处罚。
近日，法院发布案件判决结果，一审认定张某犯骗
取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
金30000元。张某依法退赔被害单位290万元。苍某、王
某、王某某等多人已被另案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