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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
24日表示，被索马里海盗
劫持长达4年半的阿曼籍
台湾渔船NAHAM3号中
幸存的26名船员22日安
全获救，其中9名大陆船
员和1名台湾船员，将在
外交部工作组的陪护下返
回祖国。

NAHAM3 号渔船于
2012年 3月遭索马里海
盗劫持，船上有来自中国、
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
南、柬埔寨的29名船员，
其中3人在被劫持期间不
幸身亡，包括1名大陆船
员和1名台湾船员。

发言人介绍说，根据
获救台湾船员沈瑞章本人
意愿及其家属委托，沈将
与大陆船员同机从肯尼亚
首度内罗毕回到广州，由
家属从广州接返回台。

中国国民党主席
洪秀柱将率团来访

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记者 查文晔）国台办发言人
安峰山 24 日表示，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将于 10 月 30 日
至 11月 3日率中国国民党大陆访问团到南京、北京参访，有
关活动双方正在沟通安排中。

被海盗劫持渔船“NAHAM3”获
救的消息传来，台湾各界高度关注。
24 日出版的主流报纸纷纷以头条图
文的方式报道了这个好消息。台籍
船员沈瑞章的家人受访表示，感谢大

陆相关部门的善心帮助。
台湾“中央社”从 23 日晚间就开

始滚动报道渔船获救的新闻。《联合
报》《中国时报》等均在 24 日以“煎熬
4 年”“逃出生天”等标题整版报道了

事件始末。报道指出，船员们遭囚
禁期间生活悲惨，饮水和食物都极
度匮乏，有船员因此病故。幸而在
多方多年奔走协调后，幸存者终获
自由。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24 日在回应
为何索马里海盗劫持渔船事件经过 4
年半才得到解决时说，确保人质安全
是首要考量，使得解救工作更加复
杂、艰难。

“解救人质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陆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但

是不管多难，无论需要多少耐心，中
国政府都有决心，尽最大可能，把我
们的同胞接回家。”

2012 年 3 月 ，阿 曼 籍 台 湾 渔 船
“NAHAM3”遭索马里海盗劫持。经
多方努力，北京时间 2016 年 10 月 22
日，幸存的 26 名船员全部安全获救，

并在联合国有关机构协助下于 23 日
抵达肯尼亚。

陆慷说，“以人为本、外交为民”
是中国政府的一贯宗旨，中方一直将
被劫持船员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中方也向所有参与营救的机构和人
员致以诚挚的谢意。

我国血脂异常
患者约4.3亿人

新防治指南发布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记者 毛伟豪）国家心血管
病中心 24 日在京发布《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2016
年修订版）》，从生活方式干预、控制危险因素和规范诊疗入
手，指导医护人员和公众提高对血脂异常防治的知晓率、治
疗率和控制水平。据测算，2012年我国血脂异常患者约 4.3
亿人，冠心病死亡率以每十年 30％的增幅上升。

新修订的指南对人群的心血管病危险分层做了重大更
新，对缺血性心血管病极高危人群提出更严格的控制目
标。指南坚持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提出通过定时
血脂检测，早期发现高胆固醇患者，从生活方式干预、控制
危险因素和规范诊疗入手，努力提高人群血脂异常防治的
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水平。

定期检查血脂是防治心血管病的重要措施。指南建议
20 岁至 40 岁成年人至少每 5 年测量一次血脂，40 岁以上男
性和绝经期后女性每年检测血脂，动脉粥样硬化性血管病
患者及其高危人群每 3~6个月检测血脂。

采取健康生活方式是防治血脂异常和动脉粥样硬化性
血管疾病的基本策略。指南提出良好的生活方式包括坚持
心脏健康饮食、规律运动、远离烟草和保持理想体重，建议
血脂正常者每日饮食应包含 25~40 克以谷类、薯类为主的
膳食纤维，摄入胆固醇应小于 300mg。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调查报告》显示，2012 年我国
成人血脂异常患病率达 40.4％，较 2002 年的患病率水平出
现大幅度增加，呈现为国民血脂异常的普遍暴露状态，且成
人血脂异常患者的知晓率和治疗率仍处于较低水平，对我
国血脂异常防治工作提出更为严峻的挑战。

朴槿惠力推修宪
或允许总统连任

韩国总统朴槿惠 24 日宣布，将成立专门机构负责拟定
修宪案，力争在自己任期内修改宪法中有关限制总统任期
的规定。

韩国 1987年通过修改后的现行宪法，规定总统任期 5年，
不得连任。这一规定被认为有利于终结当时有关军政府统治
的历史遗留问题，对韩国逐渐过渡到民选政府治理产生积极
作用。

朴槿惠当天在国会就 2017 年度预算案发表讲话，提及有
关总统任期的修宪想法。她说，现行宪法规定的总统 5 年单
一任期制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如今已不合时宜，成为韩国进一
步发展的障碍。她举例称，这一将总统任期限制在一届的规
定导致韩国无法从长远角度完成一贯的、可持续的政策目标，
而政界往往陷入极端对抗状态。比如，总统选举结束后的第
二天，政界就会出现针对下一届总统选举的斗争格局，党争和
对立呈现常态化趋势，争权比民生更受重视。

根据韩国法律，修宪案可由总统或国会提议，须得到国会
三分之二议员支持才能获得通过，并在全民公投中获得接受
方可施行。 新华社特稿

英国承诺给苏格兰等
更大“脱欧”发言权
新华社伦敦10月24日电（记者 桂涛）英国首相府 24 日

发布公告说，首相特雷莎·梅提议在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
兰地方政府与英国“脱欧”事务部之间设立直接联系机构，让
它们获得更大“脱欧”发言权。

根据公告，新设立的联系机构将由三个地区的代表与英
国“脱欧”事务大臣戴维斯共同参与，确保英国在明年年初正
式启动与欧盟的“脱欧”谈判前，三个地区与英国政府可以直
接联系、协调立场。公告说，这一举措将使这三个地区“帮助
塑造英国的‘脱欧’策略”。

24 日，梅将与苏格兰、威尔士与北爱尔兰的首席大臣进
行会谈，这是英国首相两年来首次同时与三地首席大臣会
谈。梅表示，她已做好倾听各方观点的准备，并强调英国最终

“脱欧”立场必须对全英有利。
英国今年 6 月举行全民公投决定“脱欧”，但苏格兰地区

投票结果则倾向“留欧”。苏格兰政府此前曾多次警告，为应
对英国“脱欧”后可能带来的影响，苏格兰将为包括独立在内
的所有可能性做好准备。

云南客车老挝坠崖
两名中国公民遇难

据新华社万象10月24日电（记者 章建华）据中国驻老挝
大使馆 24日消息，中国云南省的一辆国际客车 23日晚在从老
挝首都万象返回昆明途中从悬崖坠落，造成 4 人死亡，其中两
人为中国公民。

据悉，事故发生时，这辆客车正行驶在老挝琅勃拉邦省勐
南县，失控从几十米高的悬崖坠落，当场造成 3人死亡，另有 1
人在救护人员抵达前也因伤重死亡。另有 7 名中国乘客受
伤，伤者已被送到琅勃拉邦国际医院接受治疗。

事故发生后，中国驻琅勃拉邦总领馆工作人员第一时间
赶到现场参加救援，并到医院抚慰伤者。

事故原因尚不清楚，但事发路段山多坡陡，当地又恰逢雨
季。目前，中国驻老挝大使馆和中国驻琅勃拉邦总领馆已全
面介入事故死者善后和伤者救治工作。

法 国 开 始 清 理
最大难民聚集区

24日，在法国加来，“丛林”难民营的难民排队等待转
移。法国政府24日开始清理北部加来海峡省加来地区的最
大难民聚集区，数千难民将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内前往全国各
地已建好的280多个接待中心，开始新的生活。 新华社发

新华社深圳10月24日电（记者
白瑜 孙飞）城市道路早晚高峰时段
双方向车流量差异大，如何最高效率
地利用车道？记者从深圳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局获悉，深圳治理拥堵再出
新招，可全自动机械化地“吞吐”道路
隔离带的潮汐车道“拉链车”24 日上
岗，国内首条快速路自动化潮汐车道
正式启用。

据了解，深圳交警部门长期调查
分析，发现深圳经常拥堵的布吉路、
文锦北路早晚高峰期间具有明显的
交通潮汐现象。去年 10 月起，交警
部门开始在该区域进行了为期 5 周

的测试。测试结果显示，启用潮汐车
道后，布吉路、文锦北路晚高峰北行
的延时指数下降 25％，测试期间晚
高峰提前近 1 个小时结束，且附近区
域主要关联道路双方向通行能力均
大幅提升，原特区内交通拥堵情况均
有改善。

参照美国金门大桥潮汐车道的
设置经验，深圳交警部门订制并使用
了全国首台快速路自动化潮汐车道
作业车，潮汐车道“拉链车”的变道作
业速度可达 5 公里~10 公里／小时，
可像调整“拉链”一般按照车流量随
时“吞吐”为潮汐车道专门研制的水

马组合体，动态调整车道宽度。不到
20 分钟就可完成作业，不影响其他
车辆通行。

据介绍，目前潮汐车道适用于中
型及以下机动车行驶，潮汐车道入口
前均设置了三级提示，潮汐车道起、
终点均设有电子显示屏，司机可根
据 屏 幕 显 示 的 车 道 开 启 或 关 闭 状
态，选择是否进入潮汐车道。启用
自动化潮汐车道设施，将提升深圳
潮汐车道设置的安全性和高效性，
随着相关设备陆续引进，动态分配
车道的自动化潮汐车道将成为深圳
治堵的常规手段。

深圳治堵出新招

国内首条自动化“拉链式”潮汐车道启用

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记者 白阳）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信访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要求进一步
落实各级党政机关及其领导干部、工作人员
信访工作责任，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信访问
题发生，推动信访问题及时就地解决，依法
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办法指出，各级党政机关要将信访工作
列入议事日程，定期听取工作汇报、分析信
访形势、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要问题，从人

力物力财力上保证信访工作顺利开展；应当
科学、民主决策，依法履行职责，从源头上预
防和减少导致信访问题的矛盾和纠纷。

办法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应当阅批群众来
信和网上信访，定期接待群众来访，协调处理
疑难复杂信访问题。各级党政机关工作部门
对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信访事项，应当依
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程序，及时妥善处理。

办法明确，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在预防
和处理本地区信访问题中负有主体责任，应

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信访风险防控预
警，针对具体问题明确责任归属，协调督促
有关责任部门和单位依法、及时、就地解决，
并加强对信访群众的疏导教育。

办法强调，各级党政机关应当将信访工
作纳入督查范围，对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
信访工作开展和责任落实情况，每年至少组
织开展一次专项督查，并在适当范围内通报
督查情况。各级党政机关应当以依法、及
时、就地解决信访问题为导向，建立健全信

访工作考核评价机制，制定科学合理的考核
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定期对本地区、本部
门、本系统信访工作情况进行考核。各级组
织人事部门在干部考察工作中，应当听取信
访部门意见，了解掌握领导干部履行信访工
作职责情况。

根据办法，各级党政机关及其领导干部、
工作人员不履行或者未能正确履行办法所列
责任内容，造成一定后果的将被追责；如涉嫌
违法犯罪，将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中办国办出台办法强化党政机关信访责任

推动信访问题及时就地解决

陕西一处彩钢房爆炸
已 造 成 157 人 伤 亡
新华社西安10月24日电（记者 毛海峰 张骏贺）记者

从现场救援处置领导小组获悉，截至 24 日 23 时，陕西府谷
爆炸事故死亡人数已上升至 10 人。爆炸已造成 157 人伤
亡，其中 113人住院（重症 11人），门诊救治 34人。

24 日 14 时许，府谷县新民镇一居民院落的临时建筑彩
钢房发生爆炸，波及旁边建筑受损，人员伤亡。榆林市委市
政府接到报告后，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成立了救援处置
领导小组和 7 个救援工作小组。据初步掌握情况，仍有人
被困未获救，现场仍在救援中，事故原因正在调查。

被海盗劫持4年半
26名船员安全获救

其中9名大陆船员1名台湾船员

为何花4年半才救回？

囚禁期间生活悲惨

24日，获救船员（戴帽子者）抵达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准备搭乘航班回国。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10月24日电

海内外儿童为景海鹏
“ 太 空 生 日 ”送 祝 福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记者 郑晓奕 陶叶）“祝景
海鹏叔叔生日快乐，扎西德勒！”拉萨市实验小学五年级小
朋友嘎松卓玛梦想将来成为一名航天员，这句祝福是她发
往太空的第一条讯息。24 日，是新华社太空特约记者、航
天员景海鹏的 50 岁生日，他此刻正驾乘神舟十一号与天宫
二号的组合体在太空遨游。

帮助嘎松卓玛联接天地的，是新华社组织的“为航天员
景海鹏送祝福”活动。两天前，新华社联合全国少工委办公
室面向海内外小朋友征集生日祝福，请孩子们为景海鹏画
一份生日礼物。活动引起了广泛关注，截至发稿前，已有逾
万名小朋友向征集平台发来了祝福。

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有北上广等大城市的孩子，也有贵
州、甘肃一些贫困地区的儿童，还有来自景海鹏家乡运城的
小老乡，更有中国香港、台湾以及美国、瑞典等地区和国家
的小朋友。

24日，车辆在深圳的潮汐车道上驶过。 新华社发

公 示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开展新闻记者证

2015 年度核查工作的通知》（新广出办发〔2015〕140 号）
要求，我单位郑州日报社已对申领记者证人员资格进行
严 格 审 核 ，现 予 以 公 示 ，举 报 电 话 为 0371-69129663。
拟 领 取 新 闻 记 者 证 名 单 ：王 译 博 、王 治 、张 倩 、于 淼 、
杨丽萍、刘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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