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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京７月１６日电 １６日４时左右，江苏常熟虞山镇
漕泾２区７４幢发生火灾，造成２２死３伤。经公安部门调查取
证，这是一起纵火案，嫌疑人姜某某已被抓获。

１６日４时２９分，常熟公安部门接到群众报警，称虞山镇
漕泾２区７４幢发生火灾。１１９指挥中心立即调集１４辆消防车、
７１名消防官兵赶赴现场处置，５时２８分大火被扑灭。

事发地为一处城市居民出租商品房屋，系江苏四阿
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租住的员工宿舍。起火建筑为两层
带阁楼砖混结构，建筑面积约２００平方米，过火面积约
２００平方米。经调查核实，事发时该房屋内共住有２９人。
经对现场彻底清理，确认死亡２２人。３位伤者均为轻伤，
无生命危险。

火灾发生后，江苏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与公安部领导赶
赴现场指挥救援和处置，苏州市、常熟市立即成立了应急处
置领导小组，组成现场搜救、医疗救治、原因调查、善后处
置、舆情发布等工作小组，还成立了２４个由司法、民政、社
区、心理疏导专业人员等组成的善后处置工作小组，“一对
一”做好死者和伤者家属的接待安抚工作。

金融业迎来监管协调新时代
□ 盛 刚

时隔五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
作为中国金融业发展的“风向标”，这次
会议定下了未来五年金融发展和改革的基
调。在强化全面风险管理的同时，加强监
管的思路也非常清晰。会议决定设立国务
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要加强金融监管协调、补齐监管短
板。李克强总理指出，要强化金融监管的
专业性统一性穿透性，所有金融业务都要
纳入监管，加强金融监管问责。随着更高
层级的监管协调机制建立，中国金融业迎
来了监管协调新时代。

近年来，我国金融行业和资本市场发
展迅速，成就突出，但问题也不少，明显
表现在经济脱实向虚现象严重。这又和近
几年来金融创新过快，导致影子银行业务
等各类新业务超速发展密切相关。实际形
成的各种业态的混合经营和传统分业监管
矛盾突出，带来金融风险膨胀和失控的风
险。分业监管下，各监管部门只对其分管
的领域负责，但金融混业发展，跨行业、

跨市场金融产品不断涌现，让任何单一监
管主体都无法对被监管机构的业务进行全
覆盖。监管标准不统一，也让监管套利成
为常态。过去几年来，金融风险不停地在
不同部门之间游走，监管“盲区”蓄积的
风险越来越多。此前出现的一系列风险，
如股市暴跌的处置，也让我国金融监管协
调性不足的弊端暴露无遗。

众所周知，2017年是金融监管年。今年
以来，金融监管不断加码，“一行三会”接
连出台措施，加快金融去杠杆，强化对银行
同业、债市、股市和保险业等的监管，防范
金融风险。虽然成绩不小，但鉴于分业监管
体制的统一性不够，利益掣肘严重，监管协
调难度大始终是个问题。此次会议设立国务
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对于深化改革，克
服金融监管短板，加强金融监管的统筹协调
将发挥重要作用。因为，这个机构是国务院
层面的以问题为导向的权威决策机构。所起
作用绝非只是简单的咨询和部门协调，而是
有明确的权力和职责，对推动解决当前“一

行三会”之间金融规则打架、金融机构和产
品监管标准不统一、金融监管存在真空和明
确监管责任等许多问题都要有所担当，这将
大大提升金融监管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因此，此次会议虽未打破现有“一行三
会”的机构设置，但设立更高规格的国务院
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同时强化人民银行宏
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改变过
去没有更高权威机构来协调“一行三会”监
管的问题，显然是把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提
到了更高层面。而通过强有力的大监管来统
一协调，对防止出现监管的真空与漏洞，及
其有可能导致的跨界交叉性金融风险，会产
生重大而积极的影响。这与2016年底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
加重要的位置；“十三五”规划提出加强统
筹协调、完善金融监管框架，实现金融风险
监管全覆盖的金融改革方向完全一致。

此次会议是在既要防范系统性风险，又
要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背景下召开
的，针对当前金融市场复杂多变、金融产品

结构复杂的情况，对跨业的金融产品实施穿
透性管理，以避免形成风险隐患是一个亟待
解决的问题。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
出，要坚持问题导向，针对突出问题加强协
调，强化综合监管，突出功能监管和行为监
管。应该看到，金融机构尽管有很多业务相
互渗透，但金融业务的本质不因相互渗透而
改变。过去，监管是机构监管为主，对机构
的牌照进行管理，“谁家的孩子谁抱”，而
在金融混业经营的情况下，监管原则要从单
纯机构监管走向功能监管、行为监管与机构
监管相结合。就是说，除了牌照式管理外，
还要按照经营业务的性质和行为来划分监管
对象，这有望消除金融创新带来的监管真
空，解决机构间业务交叉导致的监管缺位问
题，也可以减少因监管标准不统一，导致金
融机构与监管机构“玩猫捉老鼠游戏”、监
管套利等行为。

自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金融风险集
聚、脱实向虚逐渐成为我国金融业的主要矛
盾。而化解矛盾、实现有效监管关键还是要
靠改革。改革的目标就是既要增强金融监管
协调的权威性有效性，又能强化金融监管的
专业性统一性穿透性。只要改革到位，监管
到位，金融风险不难控制，金融脱实向虚也
可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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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礼让斑马线行动开展70多天，避免一阵风不能只靠罚

守护路口文明，你我如何参与

常熟火灾为纵火案

嫌疑人已被抓获
经对现场彻底清理，确认死亡２２人

□新华社发
7月16日，工作人员在火灾事故现场忙碌。

□记者 晁明春 通讯员 袁致甲 孟凡庚 报道
本报济南7月16日讯 融入济南，人才先行。对迎来撤

市设区、山大主校区进驻等一批利好消息的济南市章丘区来
说，涨势较快的房价成为引进人才的一大隐忧。如何让引进
人才安居乐业？章丘区今天宣布：将于近日对外发售120套
人才安居房，面向各类优秀人才进行定向出售。

这120套人才安居房，一处位于龙盘山公园北侧，一处
位于中铁诺德社区以北、绣源河东侧，是优秀人才留在章丘
居住发展的理想场所。

按照刚出台的《济南市章丘区人才安居工程管理办法
（试行）》，人才安居房主要面向在章丘工作，且在章丘区
内无产权住房，符合《济南市章丘区人才分类目录》的
ABCDEF六类（A类为国内外顶尖人才、B类为国家级领军
人才、C类为省级领军人才、D类为市级领军人才、E类为
高级人才、F类为优秀人才）创新创业人才，提供产权型人
才安居房和租赁型人才公寓两种类型的住房服务。

据了解，章丘此次发布的120套人才安居房全是产权型人
才住房，将于近期根据分配方案，组织报名和住房分配。其中，
产权型人才安居房主要以优惠价格销售给各类优秀人才，不
同人才层次享受不同的面积标准和不同的优惠价格。在享受
面积方面，AB两类人才享受标准为每人200平方米到300平方
米，C类150平方米，D类120平方米，E类100平方米，F类80平
方米。夫妻双方均符合要求的，享受双方合并面积的75%。

在优惠价格方面，平均价格控制在周边同品质商品房价
格的50%-80%，AB两类人才享受50%的优惠，CD类享受
40%的优惠，E类享受30%的优惠，F类享受20%的优惠。

“发售120套人才安居房，足以看出章丘对人才的渴求
和重视。”章丘区委书记刘天东告诉记者，这次发布的120
套人才安居房是章丘“人才安居工程”的第一批住房，今后
将每年筹集建设1000套左右高标准人才安居住房，同步完善
教育、医疗、商业、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解决居住人员的
生活休闲、交通出行、子女入学等问题。

章丘近日将发售

120套人才安居房
最多可享受50%的价格优惠

□记者 杨润勤 通讯员 栾振兴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期，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各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监督抽检信息报告情况进行了汇
总分析。6月份，全省共抽检各类食品样品25969批次，其
中检验项目不合格样品898批次，样品合格率为96 . 54%。
其中，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和农药残留问题相
对突出。

抽检发现的主要问题包括：一是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
品 添 加 剂 ， 不 合 格 样 品 批 次数占 不 合 格 样 品 总数的
44 . 18%；二是农药残留，不合格样品批次数占不合格样品
总数的13 . 63%；三是质量指标不合格，不合格样品批次数
占不合格样品总数的12 . 53%；四是禁用兽药指标不合格，
不合格样品批次数占不合格样品总数的6 . 81%；五是兽药残
留超标，不合格样品批次数占不合格样品总数的5 . 16%；六
是标签标识不合格，不合格样品批次数占不合格样品总数的
4 . 18%。

此外，有29批次样品检出重金属等元素污染物，占不合
格样品总数的3 . 19%；有28批次样品检出禁用农药，占不合
格样品总数的3 . 08%等。

针对监督抽检发现的问题，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已经采取措施依法查处，督促生产经营者立即封
存、下架和召回不合格产品，及时查找问题原因、化解
风险，并在日常监管工作中，加大跟踪抽检力度，防控
食品安全风险。

6月全省食品抽检898批次不合格

超范围超限量使用

食品添加剂仍是“祸首”
□ 本报记者 徐超超 李子路

7月13日，泰安交警开展了直播机动车
礼让斑马线活动，市民可以通过手机客户
端，实时观看路口车辆通行和交警执法情
况。今年5月以来，针对机动车不礼让斑马
线的现象，我省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陆续开展
了多种形式的整治行动。

整治行动至今已经实施70多天，效果如
何？近日，记者采访调查发现，路口行人、
非机动车违法和机动车不礼让行斑马线的现
象普遍有所缓解，济南等地整治效果明显。
但是，违法违规现象仍然存在，打赢路口文
明保卫战决非一时之力所能实现。

重拳治理，司机称“被罚怕了”

7月14日早8点，正值济南交通早高
峰，经十路和历山路交叉口人车涌动，2
名交警、4名交通协管员和4名志愿者在路
口维持秩序。记者在路口观察近一小时，
发现右转机动车辆都主动礼让了斑马线上
的行人。

“这个路口安装了自动抓拍系统，过往
的司机都很小心，机动车与行人抢道的情况
很少见了，今天早上仅有一位车主因不礼让
行人而被罚。”志愿者王先生告诉记者，这
位车主驾驶车辆试图在三个行人中间穿过，
被执勤交警拦下后开了罚单。

今年5月以来，济南交警重拳整治路口
不文明现象，安装了50处机动车不礼让斑马
线违法自动抓拍设备，32处具有人脸识别功
能的行人、电动自行车闯红灯自动抓拍设
备，路口交警、协管员、志愿者齐上阵维护
秩序。有的司机因被抓拍而被罚，连喊“被
罚怕了”。车主张女士说：“前几天因为没
有礼让行人被罚，去交警支队处理违章时，
前面排了40多人，等了好久才处理完，下回
绝对不违章了。”

经过整治，济南交通秩序状况明显好
转。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宣传处副处长任
家伟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市共查处机动车
斑马线不礼让行人交通违法2 . 2万起，路口
行人、电动自行车违法和机动车不让行斑马
线违法率分别下降 2 8 . 6 % 、 3 6 . 7 % 、
79 . 3%。

三成受访市民

不了解“二次过街”

守护路口文明，机动车是一方面，行人
和非机动车也是重要方面。因为长期缺乏监
管和提示，很多人骑车过路口时，存在认识
误区。

最近，不少济南市民骑车过路口被要求
下车推行，一位交警解释，这些市民都是相
对逆行过路口的，为了降低安全隐患，非机
动车路口左转，需要下车推行，避免与顺向
骑行的非机动车相撞。为此，济南交警于7
月初发布了行人、非机动车过街规范，规定
非机动车在路口直行时，须按照信号灯通
行；路口左转须“二次过街”，即需要左拐
弯的非机动车，只能走斑马线先过到对面的
路口，然后再直行等绿灯过马路。

记者随机调查发现，三成接受采访的市
民并未听过“二次过街”的规定。济南交警
相关负责人表示，新规实施有段过程，“我
们会通过各类媒体，包括沿街电子显示大
屏，广泛宣传交通规则，让市民尽快养成遵
规守法的习惯。”

济南交警还加大了对行人和非机动车违
法的处罚力度。在历山路和解放路交叉路口，
一辆电动车在绿灯时，从机动车道驶来试图
拐弯，被交警拦下，接受教育后，罚款20元。该
车主告诉记者：“之前从未遇到过骑电动车被
罚款的情况，这次算是长记性了。”

据执勤民警介绍，对于违反交通法规的
市民，济南市通过体验执法、现场安全知识学
习、依法开具罚单3种形式进行教育引导。“现
在天气炎热，以劝导为主，前几周，选择体验
执法的甚至比开罚单的还多。”

礼让斑马线不是一阵风

据公安部交管局统计，近三年来，全国
共在斑马线上发生各类机动车与行人相撞的
交通事故1 . 4万起，造成3898人死亡，其中
机动车未按规定让行导致的事故占了90%。

实行礼让斑马线行动已刻不容缓，但在
一些管理较为薄弱的路口，机动车不礼让和
行人违规穿行路口的现象时有发生，市民遵
规守法的意识还有待加强。近日，一名济南
市民因为闯红灯被拦，不服交警劝阻，企图
挥舞雨伞打交警，并脚踢协管员。

“在这样闷热的天气下谁都会着急，但
开车上路还是要慢一点。其实，右转车辆碰
上直行的路人能够慢下来，体现了一个人的
素质。”这是德州交警官方微博下的一条留
言，记者在采访中也时常听到类似的声音。

目前，礼让斑马线，全省都在行动。今
年，烟台已是连续第五年开展礼让斑马线活
动，对不礼让行为进行曝光和对文明礼让行
为进行点赞已经成为市民的自觉。青岛定期
曝光不礼让斑马线机动车名单，去年共有
3000余辆机动车接到罚单。潍坊在市级媒体
上开设“网上抓拍室”和“违法曝光台”，
开展“交通违法随手拍”活动，鼓励市民用
手机和行车记录仪等抓拍交通违法现象。

这一轮专项整治行动结束后，路口交
通秩序能否继续保持良好，会不会只是一
阵风？不少人心中打了一个问号。“想让
斑马线成为‘安全线’，不能只靠道路安
全设施和交警，而是需要每个交通参与者
自律。当然，在文明习惯养成的过程中，
有针对性的严惩也离不开。”任家伟说，
要想让整治效果保持下去，需要相关各方
相互体谅、相互礼让，这样才能换来一个
良好的交通通行环境。

□记者 徐超超 报道
左图：7月14日，济南市历山路与文化

东路交叉口，一辆出租车停车礼让行人和
非机动车。

上图：7月14日，济南市历山路和解放
路交叉口，交警给违规占用机动车道的一
位电动车主开罚单。

我省高校新增本科专业100个，互联网相关专业最吃香

高校新增专业“接轨”社会需求
□ 本报记者 张依盟 徐超超

目前，我省高考本科提前批录取工作结
束，许多学子获得了深造理想专业的机会。
据了解，经教育部备案审批，我省高校今年
新增本科专业100个，包括备案专业96个，
审批专业4个。

近年来，国家格外重视互联网、新能源
技术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促使相应人才出现
巨大需求。这次，我省高校新增的本科专业
同样体现这个特点，如鲁东大学新增新能源
材料与器件专业，齐鲁工业大学新增网络空
间安全专业等。

“如何按照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培养高

素质的网络空间安全人才，是我国网络空间
安全发展及教育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齐
鲁工业大学信息学院副院长马宾告诉记
者，预计到2020年，我国网络空间安全人
才需求数量将超过140万人。目前，信息
安全类学生招生数量较低，培养能力不
足，难以满足信息产业快速发展对网络空
间安全人才的需求。

记者调查发现，新增本科专业中最“吃
香”的当属互联网相关专业，如物联网、新
媒体、软件工程等。据统计，枣庄学院等3
所高校新增物联网专业，济宁学院等4所高
校新增新媒体专业，德州学院等3所高校新
增软件工程专业。

“我对计算机领域更感兴趣。”山东大
学2012级物联网专业本科生陈凌龙说，外界
皆称物联网是朝阳行业，但社会对专业内容
的了解不是很多，自己也是进入该专业以后
才慢慢了解的。

为增设新专业，许多高校提前做了准
备，比如更新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创新
办学模式，与社会需求“接轨”。据介
绍，德州学院信息管理学院新设软件工程
专业，2017年拟招生180人。德州学院信
息管理学院院长李丽说，在筹备过程中，
德州学院成立软件工程教研室，投资建设
1600平方米实验室，以便满足学生的实验
需求。

齐鲁工业大学是省内唯一一所被教育部
批复同意建设网络空间安全专业的高校。
“学校决定从2018年开始正式招收网络空间
安全全日制本科生，主要培养适合国家尤其
是山东省经济建设需求的高水平网络空间安
全人才。”马宾介绍，根据培养要求，该专
业学生应具备网络与信息安全的基本理论和
专业知识，接受严格的网络空间安全实验训
练和科学研究初步训练，能在网络安全管
理、信息安全保护与计算机科学及相关领域
从事相关工作。

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强对新
设专业的检查和评估，合理控制招生规模，
保证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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