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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霞笏山金矿井下爆燃事故救援有序推进，事故相关责任人已被控制

井筒清障已至距地面310米
□ 本报记者 方垒

受疫情影响，消费者对健康人居环境
需求大幅提高。1月13日，省住房城乡建设
厅召开媒体通气会，对近日印发的《山东
省健康住宅开发建设技术导则》进行解
读。该《导则》是国内首个由政府部门推
出的健康住宅开发建设技术导则，并首次
将疫情防控内容纳入住宅建设。

首次明确非接触功能要求

截至2019年，我省城镇人均住宅建筑
面积达到37 . 1平方米，由住房短缺时期，
进入到存量房时代。“但很多住宅在卫生
条件、结构设计、建筑部品、室内环境、
性能质量等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省
住房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二级调
研员王春杰坦言。调查数据显示，80%受访
者把通风和采光作为健康好房子的基本要
求；70%受访者把物业服务作为健康好房子
的首要因素。

针对百姓的普遍需求，《导则》从户
内空间、室内环境、户外空间、住宅建设
等多维度明确有关标准，并创新提出兼顾
疫情防控、满足老龄化、无障碍、非接触
等实际需求，探索居家医养结合新模式，
为医疗服务向家庭延伸提供支撑。

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四分院建
筑师李磊介绍，《导则》首次明确非接触
功能要求，通过技术及智能手段，在小
区、单元、地库等入口采用非接触式门
禁，电梯梯控采用非接触式设施，避免接
触交叉感染。“目前住建部只有关于非接
触性节水器具方面的技术规定，此项要求
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

同时，《导则》突出住宅的卫生防疫
需求，明确住宅单元、地库入口要预留封
闭改造的可行性；强化楼电梯的防疫条
件，预留紫外线消杀设备接口；保证公共
垂直通风道的通风安全；落实定期清洗、
消毒和水质检测措施。针对疫情防控常态化需要，对解决日常
生活中的常见问题，如防止地漏病毒传播和厨房烟道串味、室
内新风系统、室内管线维修、公共区域消杀、分类垃圾收集等
均作出相关规定。

4层及以上新建住宅要有可容纳担架电梯

面对日趋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导则》从住宅开发层面提
出解决我省老龄化问题具体举措，提升居住健康性、安全性和
舒适度。

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副总工王卓然介绍，在住
宅空间体系方面，《导则》特别突出了无障碍功能，满足群众
健康生活、居家养老、居家健身等在空间上的要求。

针对健康生活，《导则》在满足住宅基本功能的基础上，
对玄关、厨房、卫生间、卧室、储藏间等提出细节要求，比如
在设计时所有房间均做到自然通风采光；每户均设玄关，利用
玄关组织收纳、消杀等行为；卫生间按功能进行净污分离；还
特别提出了户内分类储藏的要求，保证居家生活整洁卫生。

针对居家养老，《导则》对有老年人和残障人士使用的户
型提出了无障碍要求，包括轮椅使用空间要求。针对居家健
身，《导则》提出建议利用起居室、阳台等场地，预留健身、
康复空间，并对场所安全、降噪等提出技术要求，以解决疫情
期间居民居家隔离缺少锻炼以及老人生理机能衰退需进行康复
等问题。

《导则》特别提出：四层及四层以上新建住宅建筑，或住
户入口层楼面距室外设计地面的高度超过9米的新建住宅建筑，
必须设置电梯。“在此基础上，我省还提出要有1台可容纳担架
的电梯这一更高功能要求，这也是首次在政府发布的规范性文
件中出现。”王卓然说。

淄博东营临沂将率先开展试点

健康住宅，不仅是住宅本身内外空间、环境、功能的健
康，还包括住宅管理的健康。《导则》的7个章节中专门有一章
对“健康管理与物业服务”作出相关规定，突出通过智慧化科
技手段，实现健康物业服务。明确小区宜搭建健康信息平台，
与户内配备的智能健康检测一体化终端设备相连接，实现小区
物业平台与居家报警、紧急求助等系统互联互动，提供及时、
专业、精准服务。

目前我省已有多家企业开始进行健康住宅的探索尝试。鲁
商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文莉介绍，目前该企业已探索
了非接触的归家动线、无障碍的通行系统、能够除霾杀菌的新
风系统、生活用水的净化软化系统、智能化的安保措施等等，
从建筑空间设计、部品部件要求、设备配置、材料选用等方面
的200多个细节进行品质提升。此外，还探索通过提供健康数据
的信息平台和多项健康服务项目，实现康养、医疗服务进社
区、进家庭，全面关注业主的身心健康，提高居住舒适感。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处长张国强告诉记
者，《导则》并非强制标准，但对推动我省健康住宅发展具有
重要指导意义，适用于全装修交付的新建住宅，既有住宅改造
也可参照执行。《导则》已于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下一步，
我省还将加快完善《导则》配套技术文件，包括全装修实施意
见、健康住宅评价标准、健康住宅项目认证办法等，并选取三
家企业分别在淄博、东营、临沂三市开展健康住宅项目试点，
尽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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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严监管”护航“食安山东”
全省食品安全整体合格率达到98%以上，省级药品抽检合格率达99 . 6%

□记者 陈晓婉 报道
本报济南1月13日讯 今天，省政府新

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食品药品
安全工作情况：2020年我省大力推进“食
安山东”“品质鲁药”建设，食品药品安
全“十三五”目标任务全面完成，全省食
品安全整体合格率达到98%以上，省级药
品抽检合格率达99 . 6%，全省食品药品安
全形势总体稳定向好。

2020年4月，我省在全国率先制定实
施《关于在食品药品执法办案中落实“四
个最严”要求若干问题的意见》，经过持
续强力推进，9－12月，我省食品案件顶
格处罚率、公开曝光率等5项指标均实现
100%。全年查办食品违法案件29677件，
罚没款4 . 78亿元；查办药品违法案件9430
件，罚没款1 . 2亿元。

食品安全是产出来的，也是管出来的。
我省监管部门履行监管职责，把“最严格的
监管”落实到位。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陈耕
介绍：“针对我省食品企业数量多、规模小、
风险散的特征，我们把防控风险作为工作
的出发点，对19924家食品生产企业、189家
保健食品生产企业实施风险分级动态管
理，目前有313家企业被列入高风险重点监
管对象。”针对抽检监测“哨兵”发现的风险
问题以及日常检查和舆情信息反映的问
题，我省精准治理，先后开展固体饮料、复
配面粉改良剂、小麦粉、肉制品专项检查4

次，排查企业、小作坊8070家，规范生产主
体735家，发现的问题得到有效整治，系统性
区域性风险得到较好控制。

目前，全省共有“食安山东”示范单
位9000余家、生产示范基地44个、规范化
农贸市场294家。全域推进食品安全市县
创建，目前13个市、78个县(市、区)创成
省级及以上食品安全市县，另外3个市、32
个县（市、区）已完成初步验收。

药品方面，我省对违法违规行为持续
保持严惩重处的高压态势。连续两年开展
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专项整治，坚持严
厉打击与规范提升并举，全面推行分级分
类监管和网格监管。“截至去年12月底，
各级监管部门检查零售药店5 . 4万家次，
警告2803家，限期整改5237家，立案查处
1638家，罚款467 . 8万元，组织第三方机
构进行了4轮暗查暗访，共检查1429家零
售药店，发现问题严肃查处。”省药监局
药品安全总监林炳勇介绍。

近期国内多点出现散发新冠肺炎病例
甚至局部聚集性疫情，口罩等疫情防控医
疗器械再度成为关注热点。林炳勇介绍，我
省对疫情防控医疗器械质量监管继续保持
高压态势。“对涉疫医疗器械违法违规行
为，依法从严从快严肃查处，涉嫌犯罪的，
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对严重失信单位和列
入失信黑名单的行政相对人，按照有关规
定实施联合惩戒。及时总结公开典型案件
及查处情况，形成有效震慑，持续规范疫情
防控医疗器械市场秩序。”林炳勇说。目前
全省已有医用口罩等疫情防控医疗器械生
产企业272家，其中医用口罩250家，医用防

护服42家，红外体温计10家，呼吸机3家，基
本满足了当前疫情防控的需要。

陈耕介绍，下一步我省将持续聚力攻
坚，深入开展11项攻坚行动和药品领域专

项整治，健全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
和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责任追究，完善投诉
举报机制，夯实食品药品安全社会治理基
础，建设更高水平的“食安山东”。

进口冷链食品全过程监管“亮码销售”
□记者 陈晓婉 报道
本报济南1月13日讯 春节临近，进口

冷链食品消费进入旺季。在满足人民群众
消费需求的同时，如何做好进口冷链食品
疫情防控？在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的发
布会上，省市场监管局作出回应：对进入
我省的进口冷链食品实行从入仓消杀到上
市销售的全过程监管，坚决守牢进口冷链
食品疫情防控底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消
费安全。记者了解到，自去年12月10日集
中监管专仓建成运行至今，市场上没有再
检测发现进口冷链食品阳性问题。

我省规定，凡是进入我省的进口冷链
食品，都要首先进入各市设立的进口冷链
食品集中监管专仓或者经市指挥部同意设
立的企业专仓，经核酸检测阴性和预防性
全面消毒后，方可出仓进入生产流通。
“截至1月11日，全省建成各类专仓51个，
消杀线156条，日均入仓货物4256吨，已累
计进仓消毒7 . 45万吨，核酸采样检测43 . 11
万份。目前，专仓数量还在持续增加，检
测消杀能力也在持续提高。”省市场监管

局食品流通处处长张建波介绍。
去年12月20日起，全省进口冷链食品

销售单位必须在销售专区公示批次追溯二
维码，执行“亮码销售”。消费者可使用
微信、支付宝、爱山东扫描溯源码，查看
该批次进口冷链食品溯源信息。

对于不落实24小时报备、不进行集中监
管、不进仓检测消毒、不使用“山东冷链”、不
索证索票、不分区贮存、不亮码销售、不落实
疫情防控各项要求等行为，依法依规查处。
截至目前，全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共检查各
类进口冷链食品生产经营单位83632家，停
业整顿283家，行政处罚38家，公开曝光73
家，查扣货物474 . 74吨。

张建波介绍，进口冷链食品疫情防控
工作开展以来，我省及时摸排检测出省内
多地进口冷链食品外包装阳性问题及胶州1
例无症状感染者，为疫情早发现、早处置
提供了有力保障。12月10日集中监管专仓
建成运行至今，市场上没有再检测发现进
口冷链食品阳性问题，专仓第一道关口的
作用初步显现。

□ 本报记者 从春龙 赵丰 董卿

1月13日，栖霞笏山金矿井下爆燃事故
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截至13日17时，回
风井井筒障碍物已清理至距地面310米，三
个救生孔已分别完成进尺241米、420米和
282米，大孔径钻机正在抓紧安装。事故责任
单位相关责任人已被控制，将依法依规严肃
查处、严肃追责。在开展救援的同时，省里已
经成立由省应急厅牵头的事故调查工作组，
同步进行事故调查工作。

2号钻孔累计进尺420米

1月13日17时，记者在救援现场看到，钻
机作业区机器轰鸣，一根根钻管被“打”进地
下。据了解，事故救援指挥部共布置4个钻孔
进行施救。1号钻孔直径310毫米，由山东煤
田地质局二队施工，1月13日凌晨3点正式开
钻，累计完成进尺241米；2号钻孔直径219毫
米，由招金地勘施工，累计完成进尺420米；3
号钻孔直径219毫米，由山东地矿局地质六
院施工，累计完成进尺282米；4号钻孔直径
710毫米（大孔径），由国家矿山救援队大地
特勤队施工，19时20分记者在现场看到，最
后一台大孔径钻机正在安装，所对应的位置
正是4号钻孔，钻机使用的几台大型空气压
缩机已经吊装到位。

现场救援指挥部技术专家组组长、山东
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安全总监修国林介绍，现
场救援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一是井筒内障
碍物清理难度很大，由于爆炸冲击，井筒内
的风水排水管路、供电通信电缆、梯子间设
施均遭到严重破坏，上述井筒装备设施脱落
并卡在井筒内，管道钢丝绳缠绕在一起，给
救援罐笼下放及井筒内杂物清理带来极大
困难，严重制约救援进度。二是钻孔施工难
度大，打钻孔主要是为了联络井下，但由于
受困人员所在位置深度达到600多米，岩石

硬度大，钻孔在作业时易出现偏差，施工速
度慢，难度也会进一步加大。

记者了解到，截至13日17时，回风井井
筒障碍物清理至距地面310米。在人工乘吊
笼对井筒障碍物进行清理的同时，还通过下
放的风筒向井筒输送空气，采取强制通风方
法往井下输送空气，排除有害气体和烟尘。
目前，井筒内一氧化碳、氧气浓度和温度指
标均正常。

全国调集最先进设备

接到事故报告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迅即成立省市县一体化现场救援指挥
部，短时间内汇集强有力的救援力量，争分
夺秒开展救援。国家应急管理部高度重视，
在全国范围调集最先进的设备进行驰援。现
场救援指挥部不断优化救援方案组织救援。

13日16时，记者前往救援现场途中，有
多辆重型机械陆续进场。为给救援留出足够
空间，与直接救援无关的人员和车辆向外围
转移。救援通道两侧的空地上，一些装载机
等工程机械、“120”救援车辆都在随时待命。
指挥部后边的山坡上，在一下午时间就建好
了一排十几个蓝色帐篷，帐篷里边安放了一
些救援物资，同时安置了行军床，供救援人

员休息。
据了解，指挥部将持续优化细化救援方

案，坚持“两条腿”并行，一方面加快清理回
风井井筒障碍物，另一方面加快地面打钻，
打通另一条生命通道。

对迟报行为绝不姑息

爆炸事故于1月10日14时发生，企业报
告栖霞市应急局的时间却是1月11日20时5
分，企业存在迟报问题。在1月13日19时现
场救援指挥部举行的第三场新闻发布会
上，烟台市副市长李波说：“我们高度重
视此起事故中存在的企业迟报问题，在昨
天第一场发布会上就对社会公布了这两个
时间节点，目的就是要对相关企业迟报行
为进行曝光，绝不隐瞒，绝不姑息。”

“迟报是违法行为，是绝对不能容忍
的。目前，事故责任单位相关责任人已被
控制，将依法依规严肃查处、严肃追
责。”李波说，按照相关规定，企业应在
事故发生后1小时内完成上报程序。“在开
展救援同时，我省已经成立由省应急厅牵
头的事故调查工作组，同步进行事故调查
工作。调查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我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记者注
意到，1月8日，省委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
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
重要论述，要求全省各级各部门坚定不移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
全的重要指示，树牢抓安全就是抓发展、
抓安全就是惠民生、抓安全就是保大局的
理念，切实把旗帜鲜明讲政治的要求贯穿
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全过程各方面。12日
晚，省委、省政府在烟台栖霞市又紧急召
开全省安全生产专题会议，强调要以对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切实扛
牢安全生产重大责任。要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不惜一切代价、穷尽一切手段
营救被困矿工。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
一反三，迅即在全省开展一场安全生产隐
患大排查、大整治，确保安全生产工作落
地落实。

鼓励科研项目设岗

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
□记者 代玲玲 通讯员 迟金超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我省出台《关于鼓励科研项目开发科研助

理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若干措施》，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保
障作用，鼓励承担省级科研项目的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开发
科研助理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

其中规定，省级单个科研项目经费不足500万元，至少设置1
个科研助理岗位；单个超过500万元、不足1000万元的项目，至
少设置2个岗位；单个超过1000万元的，至少设置3个岗位。同
时，将科研助理岗位设置数量列入省级科技计划、创新平台绩效
评价指标体系，作为基本考核指标，实施综合绩效评价。

截至2019年，我省城镇人均住宅
建筑面积达到37 . 1平方米，由住房短
缺时期，进入到存量房时代

首次明确非接触功能要求，通过
技术及智能手段，采用非接触式门禁
等设施，避免接触交叉感染

住户入口层楼面距室外设计地面
的高度超过9米的新建住宅建筑，必
须设置电梯

栖霞笏山金矿事故救援现场。 （□记者 董卿 报道）

□记者 白晓 通讯员 王昭脉 报道
本报青岛讯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位于胶州市的上合示范区青岛多式联运中
心完成集装箱作业量76 . 5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11%；开行欧亚班列401列，同比增长15 . 9%。目
前，上合示范区青岛多式联运中心已开通17条
国内外班列，其中包括中亚班列、中欧(白俄罗
斯)班列等6条国际班列。

据悉，上合示范区青岛多式联运中心通过
统筹海、铁、陆、空等运输功能，串起了“一带一
路”国际物流通道，越来越多“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产品通过这一国际物流大通道实现了
互联互通，打开了贸易新格局。

图为“齐鲁号”欧亚班列在上合示范区多
式联运中心内装载集装箱。

上合多式联运中心

去年完成76 . 5万标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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