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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记者 叶昊
鸣）记者 14 日从应急管理部消防局了解
到，8月份全国消防队伍从灾害事故现场
共营救遇险被困人员14857人、疏散43899
人，抢救保护财产价值 24.8亿元；接警出
动 11.3万起，出动消防车 18.8万辆次、消
防员110.5万人次。

据应急管理部消防局办公室副主任
王玮介绍，全国消防部门 8月份共接报火
灾 1.42万起，亡 90人，伤 57人，直接财产
损失 1.25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亡人上
升 57.9%，起数、伤人和损失分别下降
18.4%、6.6%和 37.5%。当月全国共发生 6
起较大火灾，比去年同期增加 3起；发生 1
起重大火灾，为 8月 25日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北龙温泉休闲酒店因电气原因引发的
火灾，亡20人、伤23人，是近3年来伤亡人
数最多的火灾。

王玮表示，从起火原因看，因电气引
发的火灾占 34%，哈尔滨“8·25”火灾已查
明，为风机盘管机组电气线路短路形成高
温电弧，引燃周围塑料绿植装饰材料并蔓
延成灾；从火灾中人员死亡的原因看，90
名亡人中，61人为窒息致亡，13人为烧灼
致亡，2人为中毒致亡，14人为其他原因致
亡。

8月

消防营救14857人

人民网北京9月14日电（记者 董菁）
国家统计局 14日发布 2018年 8月份社会
消费品零售情况。数据显示，8月份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 31542亿元，同比名义增
长 9.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6%，以
下除特殊说明外均为名义增长）。其中，
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11832亿元，
增长6.0%。

数据显示，2018年1-8月份，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 242294亿元，同比增长 9.3%。
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92368
亿元，增长7.1%。

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8月份，城镇消
费品零售额27169亿元，同比增长8.8%；乡
村消费品零售额 4373 亿元，增长 10.2%。
1-8月份，城镇消费品零售额207649亿元，
同比增长 9.1%；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34645
亿元，增长10.4%。

按消费类型分，8月份，餐饮收入3516
亿元，同比增长 9.7%；商品零售 28026 亿
元，增长 8.9%。1-8月份，餐饮收入 26316
亿元，同比增长 9.8%；商品零售 215977亿
元，增长9.2%。

在商品零售中，8月份，限额以上单位
商品零售 11041亿元，同比增长 5.9%。1-
8 月份，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 86460 亿
元，同比增长7.1%。

数据显示，2018年1-8月份，全国网上
零售额 55195 亿元，同比增长 28.2%。其
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41993亿元，增长
28.6%，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17.3%；在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中，吃、穿
和 用 类 商 品 分 别 增 长 42.7%、23.4%和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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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消零总额31542亿

受台风“百里嘉”登陆后的外围云系影响，从9月13日晚至14日，云南文山、红
河以及昆明地区迎接较强降雨天气。气象预报显示，“山竹”随后也将以强台风或超
强台风级在16日登陆广东西部，预计17日将对中部及以南地区带来较大影响，目前
云南省已紧急启动双台风防御工作，加强对台风和雨情的监测预报预警，严密防范
连续双台风可能引发的城市内涝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图为冒雨出行
上班的市民涉水经过淹积水路段。 人民网

新华社哈尔滨9月14日电（记者
刘玉龙 李建平 范迎春） 在中俄双方共
同努力下，两国经贸合作进入加速提质
升级新阶段，呈现增长快、范围广、成
效 实 、 潜 力 大 等 特 点 。 14 日 参 加

“2018中俄金融合作圆桌会议”的多位
嘉宾认为，加强中俄金融领域合作是推
动中俄经贸合作不断深化乃至两国经济
转型升级的重要条件，有着巨大内生动
力和提升空间。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双边贸易
和投资发展迅速。在贸易方面，商务部
数据显示，今年前 8个月双边贸易额达
675 亿美元，同比增长 25.7%。投资方
面，中国继续保持俄罗斯主要投资来源
国的地位，今年前7个月，中国对俄罗斯
全行业直接投资2.3亿美元。

“当前，全球经济金融存在很多不确
定性，对经济运行和金融市场影响巨

大。”俄罗斯银行联盟副主席克拉切科
夫·阿纳托利·阿纳托利耶维奇说，为进
一步提升中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水平，中俄金融合作需要不断优化合作
方式。

克拉切科夫·阿纳托利·阿纳托利耶
维奇建议中俄两国及企业要建立更高效
的沟通决策机制，共享经济金融信息和
数据，以更具商业可持续发展的合作共
同应对全球不确定性，保障经济金融安
全。

“推进金融领域紧密协作，包括在中
俄贸易、投资和借贷中扩大中俄本币直
接结算规模，是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的重要内容。”新华社副秘书长、办
公厅主任宫喜祥表示，中俄两国加强金
融合作是推动中俄经贸合作不断深化乃
至两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条件。新华
社将充分发挥覆盖全球的信息采集网络

优势为中俄两国加强各层次的经贸合作
提供经济信息服务，搭建金融信息交流
的平台。

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秘书长杨再平表
示，中俄两国能源、农业、科技创新、基础
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发展迅速，加快金
融合作，尤其聚焦产业发展、产业链整合
方面的金融创新与服务将更贴近两国实
体经济发展。

“我们看到了金融合作发展的巨大
前景，中国和俄罗斯企业也都对进入双
方金融市场很感兴趣。”俄罗斯银行远东
司司长贝洛夫·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
表示，远东和后贝加尔地区大部分都位
于边境位置，这种特殊的地理优势是扩
大中俄经贸合作的独特“增长点”，重点
需要商讨在远东地区如何能够促进中俄
边境区域开展金融业间的区域互利合
作。

中俄金融合作内生动力强劲

新华社长沙9月14日电（记者 陈
文广）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13
日对原国土资源部矿产开发管理司副
司长王宗亚滥用职权、受贿一案，进行
了一审公开宣判。

法院审理查明：2006 年 9 月至
2010年 9月，王宗亚利用其担任原国
土资源部矿产开发管理司副司长职务
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
财物折合人民币21万元，数额巨大。

王宗亚在审核湖南省沅陵县五强
溪金矿田东矿区、田西矿区探矿权转
让、延续过程中，明知缺少矿产资源勘
查情况报告、探矿权延续申请书等要
件材料的情况下，违反规定签署同意
转让、延续的审核意见；明知探矿权年
度检查不合格的情况下，违反规定签
署同意延续的审核意见，导致不符合
转让、延续条件的五强溪金矿田东矿
区、田西矿区探矿权被违规转让、延
续，致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情节
特别严重。

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对王宗亚
以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 3年 6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20万元；犯滥用
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 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20万
元。对被告人王宗亚受贿所得人民币
20万元和购物卡折合人民币1万元共
计人民币21万元继续追缴。

原国土资源部副司长

王宗亚被判刑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记者 14日
从民航局获悉，依据《地名管理条例》和

《民用机场使用许可规定》等规定，并报
经党中央、国务院审批同意，北京新机场
名称确定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机场
及其配套工程将于明年6月30日竣工验
收，9月30日前投入运营。

北京新机场自2014年11月项目获批
以来，主体工程和平行工程建设稳步推
进，运营筹备工作实现良好开局。截至目

前，机场飞行区土方工程已完成93%、道
面工程完成62%，飞行区工程计划明年5
月全部完成；航站楼现已全面进入精装
修、机电安装、登机桥等施工作业阶段，航
站楼精装修工作将于2019年4月完成；空
管终端管制中心现已全面进入精装修、机
电安装阶段；中国航油储油罐主体工程完
工，并完成试水试压；场内市政交通配套
工程加快推进，进出场高架桥结构、场内
综合管廊结构已全线贯通。

北京新机场命名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上接A01版）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树立
正确的价值理念，坚守弱有所扶的原则
立场，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
键任务，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和共同富
裕，把推进残疾人事业当作份内责任，在
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创造残疾人更
加幸福美好的新生活。

韩正表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
重视残疾人事业，全社会要携手残疾人
共同走向美好未来，各级残联要切实履
行职责，广大残疾人要自觉将个人理想
和中国梦紧密相联，奋力开创新时代残

疾人事业发展新局面。
共青团十八届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贺军科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中华全国妇女
联合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
家协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华全国归
国华侨联合会、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
会向大会致贺词。贺词指出，各群团组
织要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引领，积极服务
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切实增强与群众的
密切联系，坚定不移地深化自身改革，认
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为实现
中国梦不懈奋斗。

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代表中国残联
第六届主席团向大会作了题为《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引 团结带领残疾人兄弟姐妹共奔美好
小康生活》的工作报告。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
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
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军队有
关单位、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
各人民团体、北京市负责同志，中国残联
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共约 3000
人参加开幕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