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五一”放假安排
调整为5月1日至4日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22 日电 （记者安蓓） 中国政府网 22

日公布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 2019 年劳动节假期安排的通

知》， 经国务院批准， 2019 年劳动节放假安排调整为 2019 年 5

月 1 日至 4 日， 共 4 天。 4 月 28 日 （星期日）、 5 月 5 日 （星

期日） 上班。

通知要求， 劳动节期间， 要妥善安排好值班和安全、 保卫

等工作， 遇有重大突发事件， 要按规定及时报告并妥善处置，

确保人民群众祥和平安度过节日假期。

关于 “五一” 劳动节放假安排调整，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

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指出， 按照 《全国年节及纪念

日放假办法》， 为避免调整相邻周休日对正常工作生活节奏的

影响， 元旦、 清明节、 劳动节、 端午节、 中秋节 5 个法定假日

逢周三时只在当天放假， 不调休。 因 2019 年劳动节恰逢周三，

原定安排放假 1 天。 对此， 很多群众提出了一些好的意见和建

议， 在刚刚闭幕的 2019 年全国两会上， 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

政协委员考虑到劳动节的特殊性和季节的特殊性， 也提出了改

进和调整的建议。 国务院要求相关部门认真研究， 并在一定范

围内征求意见， 在此基础上， 决定调整 2019 年劳动节放假安

排， 通过调休形成 4 天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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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驰援！ 全力救治！ 不落一人！
———江苏响水天嘉宜公司“3·21”爆炸事故救援现场直击

江苏响水天嘉宜公司“3·21”爆炸事故

截至目前已造成47人死亡，90人重伤， 还有

部分群众受轻伤。3处着火的储罐和5处着火

点已全部扑灭。

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正赴国外访问途中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立即作出重要指

示， 要求江苏省和有关部门全力抢险救援，

搜救被困人员，及时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

作，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事故发生后，国家、省、市、县立即启动

应急机制，消防、武警、卫生、供电、通信等部

门立即组织救援队前往响水，相关人员第一

时间赶赴现场，开展事故救援、秩序维护等

工作。截至发稿时，现场救援仍在继续，医卫

部门正在全力救治伤员，环保部门实施24小

时动态监测，力争将生态破坏降至最低。

“冲击波让1公里外的门窗都碎了”

21日14时48分许，江苏省响水县陈家港

化工园区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发生爆炸，新

华社记者第一时间赶赴陈家港镇。

记者离事故发生地约21公里时，打开车

窗就能闻到空气中有异味； 距离15公里左

右，空气中混合着类似火药的异味；到8公里

左右，不开车窗都能闻到空气中的异味。

当晚9时30分许， 尽管距离爆炸发生已

经过去近7小时， 现场的火势依然非常猛烈，

黑烟滚滚。 从航拍情况看，有多处火点，持续

燃烧。 现场消防车与救护车不断地进出爆炸

现场，一边是冲进火场搜救的消防人员，一边

是不断将受伤人员送往医院的医护工作者。

记者跟随医护人员赶到了收治伤员最

多的响水县人民医院，急诊部大厅里挤满了

伤员和寻找亲人的家属。

在天嘉宜公司工作了5年的黄小峰头上

都是灰尘与砂砾，手臂上被石块、玻璃割了

很大一道口子，耳朵听力受损。“当时我就在

距离爆炸点七八十米的地方干活，看到火起

就迅速跑， 跑了几十米就被冲击波击倒，昏

迷过去。 ”

爆炸产生的冲击波造成了1公里之外朱

银霞的母亲受伤。 朱银霞母亲家位于陈家港镇

王商小街，离天嘉宜公司大约1公里左右。“满条

街都不像样子了，门窗都碎了、变形了，我妈妈

就是被玻璃划伤了脸部和头部。”朱银霞所在的

七套乡，距离事故地点约15公里，也有住户的

玻璃被震碎，“感觉像是一场地震。 ”

不留死角，不落一人

江苏省委省政府相关领导紧急赶赴响

水，指挥救援。 国家应急管理部工作组也迅

速到达现场，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

盐城市第一时间组织了41辆消防车 、

188名消防员奔赴现场。几个小时后，江苏全

省12个市消防救援支队，共73个中队、930名

指战员、192辆消防车和9台重型工程机械陆

续赶来支援。

“接到指令后，我们消防救援人员火速

就位， 营救被困人员并对油罐进行冷却灭

火。”连云港市消防救援支队政委杨华林说，

人与火的搏斗持续了整整一夜。

截至22日7时，3处着火的储罐和5处着

火点全部扑灭。 8时57分，爆炸核心区域，又

有一名被困伤者从废墟中获救。

“要划分责任区，分队包干。不仅要在有

生命迹象的地方搜救，还要在每一个可能有

人的地方搜一遍， 确保不留死角， 不落一

人！” 响水“3·21”事故救援指挥部相关负责

人说。

整整一夜，响水县人民医院灯火通明，不

断有伤者运来。 截至22日下午4时，共有3500

名医护人员、16家医院、90辆救护车参与救

治,接收医治伤员640名。 从上海、北京等地赶

来的重症医学、烧伤、神经外科、心理干预专

家正陆续赶来，加入救治生命的队伍中来。

在响水县滨江路的采血点，21日深夜仍

有近70名市民在等待献血。采血点的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已有200多位市民献血总计6万

多毫升。

停产、疏散、整治，防止次生灾害

危化企业爆炸，令人担忧的还有次生灾害。

事故发生后，江苏省市县三级监测力量

持续开展现场应急监测， 省生态环境厅抽调

了无锡、苏州、南通、连云港、扬州、泰州的环

境监测力量，对事故现场上风向、下风向以及

灌河下游、园区内河进行布点监测。 同时，在

爆点下风向敏感点对有机物开展走航监测。

检测数据显示，大气环境中二氧化硫和

氮氧化物浓度呈逐步下降趋势，苯、甲苯、二

甲苯、 氯苯等污染物浓度均保持稳定达标；

水环境中污染物成分较为复杂，需进一步检

测分析。 事故点下游无饮用水源地，群众饮

水安全不受影响。

“要力争把污染损失和生态破坏程度降

到最低！”江苏省生态环境厅负责人在现场说。

截至目前，爆炸事故所在园区内所有企

业已陆续停产，园区与外环境相连的全部闸

坝关闭，严防消防废水进入外环境，环境质

量信息实时更新。 同时，当地基层干部通过

逐户排查，已经引导3000多名企业职工和陈

家港镇的四港村、六港村、立礼村等近千名

群众疏散到安全区域。

22日上午，江苏省委省政府办公厅下发

紧急通知，要求全省深刻吸取教训，举一反

三，启动专项整治行动，全面排查并消除危

化品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隐患，严处重

罚危化品企业违法违规行为，加快构建危化

品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

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新华社记者 蒋 芳 邱冰清
朱国亮 沈汝发

（新华社响水3月22日电）

曹世范：“单手战斗英雄”
阳春三月， 在山

东寿光城北 40 余公

里外的曹家辛庄， 柳

枝吐绿， 一排排房屋

在小清河入海口的平

原上铺展。 这里是 “单手战斗英雄” 曹世范的家乡。

曹世范， 1924 年 5 月出生。 1940 年参加八路军， 编入鲁

中军区一团青年队。 他年龄虽小， 但作战非常勇敢。 在大柏山

战斗中， 击毙 3 名日军， 缴获 3 支步枪。 在攻打北阴村的战斗

中， 他左手中弹致残。 首长多次劝他到后方生产基地工作， 他

拒绝了领导的照顾， 坚决要求当侦察兵。 1943 年 6 月， 曹世

范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4 年夏， 曹世范和战友张成利到于家岭侦察， 被敌人

包围， 他沉着机智， 一面向敌人喊话， 麻痹对方； 一面乘其不

备， 打死逼上来的敌人。 在突围中， 战友张成利腿部负伤， 曹

世范搀扶着战友， 且战且走， 声东击西， 先后毙敌官兵 12 人，

最后胜利突围。 此事被当地群众传颂为 “一个神八路”。 山东

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称他为 “单手战斗英雄”。 山东鲁中军区

司令员王建安、 政委罗舜初联合发出慰问信， 并号召向曹世范

学习。 山东军区授予他 “一等战斗英雄” 称号。

1945 年春 ， 山东纵队决定解放蒙阴城 。 为了配合攻城 ，

曹世范与战友奉命潜入城内， 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 在他们

的策应下， 详细掌握了日军情况， 炸毁了日军的一个炮楼。 趁

敌人慌乱之机， 曹世范翻墙越院， 走胡同， 转小巷， 单手拿

枪， 采取快速运动战。 敌人被他搞得晕头转向， 惊慌失措， 互

相射击。 曹世范趁机出城， 安全返回团部。 随后， 他又参加了

爆破队， 与部队一起攻克蒙阴城， 全歼守敌。 不久， 曹世范任

副排长。

1945 年 5 月， 在昌乐县攻打杏山子据点的战斗中， 曹世

范空手冲入溃退的伪军中， 夺下一门迫击炮。 就在战斗临近结

束时， 曹世范不幸负伤， 因伤势过重， 于 6 月 23 日牺牲， 年

仅 21 岁。 新华社记者 邵琨
（据新华社济南 3 月 22 日电）

3 月 22 日无人机拍摄的爆炸事故现场。 新华社记者 李博摄

全力抢险救援深刻吸取教训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强调 ， 近期一些地

方接连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各地和有关部

门要深刻吸取教训 ， 加强安全隐患排查 ，

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 坚决防范重

特大事故发生 ，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和财

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作出批示 ， 要科学有效做好搜救工

作， 全力以赴救治受伤人员， 最大程度减

少伤亡， 采取有力措施控制危险源， 注意

防止发生次生事故。 应急管理部督促各地

进一步排查并消除危化品等重点行业安全

生产隐患， 夯实各环节责任。

根据习近平指示和李克强要求， 应急

管理部、 生态环境部已分别派出工作组赴

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环境监测工作。 国家

卫生健康委抽调重症医学、 烧伤、 创伤外

科、 神经外科和心理干预专家等组成国家

级医疗专家组赶赴当地进行医学救援。 江

苏省委、 省政府负责同志正在现场指挥处

置。 目前，现场救援、伤员救治等工作正在

紧张有序进行中。

新华社北京 3 月 22 日电 受习近平总

书记、 李克强总理委派， 国务委员王勇代

表党中央、 国务院， 率国务院有关部门负

责同志赴江苏响水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

“3·21” 爆炸事故现场 ， 指导事故救援和

应急处置工作， 看望慰问受伤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