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3日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获悉，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办公室主任黎晓宏近日表示，2015

年，省区市巡视工作要把地市县一把

手作为巡视监督的重点，强化对一把

手的监督，防止“ 带病提拔”。

黎晓宏说，2015年是落实巡视全

覆盖任务的关键一年。巡视工作要向

地市县一级延伸，盯住一把手，使他

们自进入主要领导干部行列起就受

到严格管理监督。巡视工作向地市县

一级延伸，不是指中央巡视组要对地

市县开展巡视，也不是指地市县自身

要开展巡视，而是指省区市巡视工作

要把地市县一把手作为巡视监督的

重点。省区市巡视工作要抓巩固、抓

深入。

据他介绍，2013年以来，各地共

巡视214个地市、1070个县市区，尚有

144个地市、1961个县市区未巡视。省

区市要把地市县作为巡视重点，强化

对一把手的监督，防止“ 带病提拔”，

进一步巩固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和群

众基础。

此外，他透露，截至目前，各地已

巡视738个部门和单位，尚有4738个

部门和单位未巡视。按照这个进度，

省区市对省管单位和部门的巡视全

覆盖任务还很重，必须围绕全覆盖目

标，创新方式，加快推进。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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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23时许，一辆从河南荥阳开往

林州的大巴客车在林州市五龙镇小虎

山处坠崖，目前已造成20死1 3伤。安阳

市委宣传部通报称，该剧团并没有备

案注册，相关责任人已被警方控制。

深夜坠崖已致20死13伤
据介绍，事故发生后，林州市主

要领导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救

援。驻训部队官兵1 50余人和当地公

安、消防、医疗、公路、交通、民政等部

门及五龙镇干部群众200余人，火速

奔赴现场救援。救援人员克服多种困

难，在山坡上合力搜救。

事故车辆为郑州市豫剧一团租

用的一辆非营运车，车号为豫AL91 3。

经过参与现场救援的安阳救援队最

终确认，车祸最初向河南户外救援总

队报警人为当地一名村民，车辆为35

座中巴车，实载33人。目前事故已经

造成20人死亡，1 3人受伤。救出的多

名伤员，已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据悉，当地政府已成立现场搜救

组、医疗救治组等多个小组，全力以

赴开展救援工作。

据安阳市委宣传部通报的消息，

截至3日1 9时，该事故1 3名伤员中有3

人在重症监护室急救，生命体征稳

定，其余大多为骨折、挫擦伤，均暂无

生命危险。

剧团负责人已被警方控制
从参与现场救援人员处得知，目

前救援已经结束。当时客车似是从山

体公路一拐角处跌落，距离地面有百

米以上。

跌落过程中有乘客被甩出后散

落在山体上，据此判断客车跌落过程

中有过翻滚，最终跌落至临近山脚地

带，客车车体散架，车顶都摔没了。

记者从河南户外救援总队了解

到，经过1 1 9、1 1 0、特警、部队及救援

队一百多人的努力，已经把伤亡人员

(男1 5人，女1 8人)从悬崖下方转移上

来，目前均已经送往医院。前期救援

结束，善后工作由当地政府完成。

记者从林州警方得到消息，该团

体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从其演出合同

和租车合同看，红章名称均为“ 郑州

市豫剧团”。

事发剧团为业余剧团
针对“ 郑州市豫剧一团”大巴林

州坠崖，记者联系上了郑州市豫剧院

院长高新军。他说，出事的大巴和演

员不是郑州市豫剧院的。高新军说，

郑州市正式的豫剧团没有“ 郑州市

豫剧一团”一说。他说，此次出事的

剧团带队团长为荥阳人田四伟，此

人也不是郑州市豫剧院的人。现在有

不少个人组织的业余团，就目前了解

到的情况来看，出事的剧团应该不是

专业团体。

据郑州市文广新局证实，此次发

生事故的车辆及人员与郑州市豫剧院

无关，“ 河南省郑州市豫剧团”实际系

郑州荥阳市一家业余剧团自己命名。

该剧团属于私人组织的演出团体，没

有备案注册，没有办理演出证。此次是

到林州市一个村进行商业演出。

据《 法制晚报》报道

长五突破96项关键技术
梁小虹介绍说，作为运

载能力最大的一型火箭，长

征五号运载火箭可将我国进

入太空的能力大幅提高2.5倍

以上。同时，该火箭以“ 无毒、

无污染、低成本、高可

靠、适应性强、安全性

高”为目标，坚持“ 通

用化、组合化、系列

化” 的设计思想，有

力 带 动 现 役 运 载 火

箭动力系统的升级

换代，牵引了我国新

一代运载火箭系列

化发展，是我国由

航 天 大 国 向 航 天

强国迈进的重要

基 石 和 主 要 标

志。

据 介 绍 ，今

年，长征五号运载

火 箭 将 面 对 前

所 未 有 的 挑

战，横跨三省

市六地，打好

芯一级芯二级动力系统试车、5米低

温贮箱新静力试验、海南发射场合练

这“ 三大战役”。

自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立项以来，

科研人员攻坚克难，突破了96项关键

技术，目前已完成我国迄今为止规模

最大的低温动力系统地面试验、助推

分离试验及电气系统匹配试验等，为

即将进行的“ 实战演练”“ 保驾护航”。

“ 太空摆渡车”首飞在即
梁小虹2日向记者透露，我国新

一代上面级远征一号即将迎来诞生

后的首次“ 太空之旅”。

远征一号上面级是由中国运载

火箭技术研究院研制的，是在火箭上

增加的独立的一级飞行器，一次可发

射多颗航天器，在火箭将其运送到一

定轨道后，能自主飞行，多次点火启

动，将一个或多个航天器直接送入不

同轨道空间。今年，远征一号将与长

征三号丙火箭共同执行发射任务，在

火箭将其送入预定轨道后，独立地将

要发射的卫星直接送入预定轨道。远

征一号因能像摆渡车将车内的乘客

送到不同地点一样，将所运载的航天

器送入不同的太空轨道，而被研制人

员形象地喻为“ 太空摆渡车”。

我国首枚固体运载火箭将首飞
梁小虹2日还向记者透露，我国

火 箭 家 族 中 的 新 一 代 小 型 运 载 火

箭———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年内将

首飞。

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是我国研

制的首枚固体运载火箭，与现役以液

体推进剂为动力的长征系列火箭相

比，它的发射准备时间由“ 月”缩短

为“ 小时”，将大大提升我国快速进

入空间的能力。

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是由中国

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制的，多项技

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具有可整

体贮存、操作简单、发射成本低、发射

周期短的特性，它最大的优势是“ 快

速、便捷、灵活”，可实现卫星快速组

网和补网，能很好地满足自然灾害、

突发事件等应急发射需求。

目前，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已完

成研制阶段的各项工作，进入首飞前

最后准备阶段。梁小虹表示，未来，该

院在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的基础上，

将进一步规划发展系列化固体运载

火箭，与其研制的液体运载火箭互为

补充，不断完善我国航天运输体系。

据新华社电

河南载33人大巴坠崖
造成20死13伤

神州大地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将亮相海南
“ 飞天”能力提高2.5倍以上“ 太空摆渡车”首飞在即

据中纪委网站昨日消息，河北省

委常委、秘书长景春华涉嫌严重违纪

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公开资料显示，景春华生于1 956

年2月，山东广饶人。1 973年，景春华

在开滦矿务局唐山矿四采区参加工

作，开始了自己在河北40多年的工作

经历。景春华从最基层的工人开始干

起，还曾担任该矿区的青年突击队

长。

1 978年4月，景春华进入唐山矿

党委组织部担任干事，并在5年之后

升任组织部副部长。

1 987年，景春华从开滦矿务局团

委副书记的岗位上调任共青团唐山

市委书记。在之后的十年间，景春华

先后升任共青团河北省委副书记、书

记。

1 997年，景春华离开共青团系

统，转任承德市委副书记（ 正厅级），

开始了自己在承德的9年工作经历。

从2001 年到2006年，景春华担任承德

市委副书记、市长。

2006年7月，景春华转任衡水市

委书记。2年后，景春华来到河北省委

工作，担任省委秘书长，并在201 1 年

进入河北省委常委行列。

景春华也成为十八大以来河北

省第二名落马的省委常委。

据中纪委网站报道

河北省委秘书长景春华被调查

省级巡视将“ 紧盯”地市县一把手

全国政协委员、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梁小虹2日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目前研制规模最大、技术跨度最高的航天运输系统
工程，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实体即将于海南发射场“ 亮出真容”，进行它自问世以来
的第一次“ 实战演练”。被称为“ 太空摆渡车”的我国新一代上面级远征一号也即
将迎来诞生后的首次“ 太空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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