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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供电公司7月9日停
电检修信息

停送电时间 停电线路/配
变 停电范围

7:00-12:00 10kV 黄序线
1S1102开关以下，至 1G311S11开
关 镇江汇川物流有限公司、镇
江市水业总公司、中铁二十四局集
团有限公司、镇江市丹徒区城市管
理局、镇南小徐庄、徐庄、江苏省交
通工程有限公司、江苏省交通工程
集团有限公司镇江分公司、昕嘉仕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6:00-12:00 10kV 茶场线
11461 开 关 以 下 ，至 11432、
114235 开关；10kV 茶场线 11421
开关以下 镇江市自来水公司
(高资增压站)、镇江宏盛台钳有限
公司、高资东方桥、高资勤丰二
组、中化道达尔油品有限公司镇
江高资加油站、镇江峻捷铸造材
料有限公司、高资唐驾庄香山寺、
高资唐驾庄

9:00-13:00 10kV 医政路
线62425开关（备用）

9:00-11:00 10kV 龙泉线
27311开关以下，至 2731F42开关

镇江康飞机器制造有限公司、
富鼎(镇江)特种织品有限公司、金
刚金属工业(镇江)有限公司、北美
国际(镇江)机械零配件有限公司、
镇江市华隆纸塑材料有限公司、
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镇江华泰散热器有限公司、龙
泉村南

8:00-12:00 10kV 加工区
Ⅱ线 12602 开关以下，10kV 加工
区Ⅰ线12506开关以下

125线：镇江出口加工区发展
局、镇江新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镇江中运海运仓储发展有

限公司
6:00-12:00 10kV 三桥线

15502开关以下，至 1551F40开关
镇江新区路灯管理所、江苏

首控制造技术有限公司、江苏明
兴电气材料有限公司、江苏九昶
科技有限公司、姚桥漕丰、姚桥
小学、姚桥集镇 1、姚桥集镇樊家
村

9:00-10:30 10kV罗庄267
线西岗支线熔丝具以下 镇江
市丹徒区礼民铁矿石有限公司、西
岗毛家庄

泰国普吉府府尹诺拉帕在
7日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随着两支中国救援队的加入，搜
救速度加快，当日已从“凤凰”号
沉船内部打捞出8具遗体，使这
次游船翻沉事故的总遇难人数
升至41人，目前还有15人失踪。

救援进展：
多方力量全力搜救

普吉府府尹诺拉帕在指挥
中心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军方和民间都出动船只展开全
面搜索。6日，泰方共出动十几
艘大船、5架直升机和70多名海
军士兵参与救援，空军也安排多
名飞行员待命。“在 6日的搜救
活动中，我们救起了两名幸存
者，其中一名是中国人。”

“一艘船沉没在海底 44 米
深的地方。”在救援现场，来自民
间的普吉蓝海救援队成员“牛
仔”对记者说，这里的海底结构
较为复杂，他们先后两次下水，
终于在第二次下水时发现了沉
船，并隐约在封闭的船舱内看到

了遇难者，由于海水太深，“我们
正在商量下一步行动”。

据悉，7 日早上，来自中国
交通部的 10 人救援队和来自
浙江海宁的 7人救援队抵达普
吉，随身携带了潜水器材和多
波速雷达等设备，同泰方一起
展开搜救。

普吉府政府已经在普吉国
际机场设立志愿服务中心，向遇
难者家属提供帮助。

幸存者回忆：
落海后脑中一片空白

据幸存者林宏政回忆，5日
下午从珊瑚岛回来途中，游船突
然在海面遭遇了大风大浪，“没
一会儿，游船开始倾斜，大家都
很害怕，所有的人都开始往船舱
外撤，用力拉住栏杆。大家这才
发现，船好像越来越倾斜，而且
在下沉……”

慌乱中，林宏政跳上一个红
色的罐爬上二楼，此时二楼已全
部浸满了水。“不一会儿船就沉
了，掉进海里后我脑子里一片空

白，就感觉自己漂了好久，海风
好冷，雨水打在身上，整个人都
是颤抖的。”

另一位中国游客也讲述了
船只倾覆时的惊魂一刻：直到船
只倾斜很严重的时候，船员拼命
地叫里面的人出来。水一灌进
去，人就被冲到里面去了。我们

在外面的人，有些爬到了船的上
面，有些跳了出去，那时候船员
把救生艇放了出去。

跟很多幸存者一样，林宏政
等人被紧急送往医院医治。据
了解，目前，伤者都集中安置在
哇集拉医院和普吉府行政机构
医院。 综合新华社电

潜水员隐约看见船舱内的遇难者
泰国普吉游船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升至41人

中国政府联合工作组7日前往普吉行政医院，看望游船倾覆
事故中受伤的中国同胞及家属。 新华社发

国内油价
将迎年内第八涨

据新华社上海7月7日电 7月 9
日24时，我国将迎来年内第13轮成品
油调价时间窗口。根据当前原油变化
率水平测算，预计汽、柴油可能迎来每
吨约280元的上调，折合成升价，92号
汽油和 0 号柴油每升大约分别上调
0.22元和0.24元。或将创下年内成品
油价格的最大涨幅。

多位专家表示欧佩克与非欧佩克
主要产油国增产计划低于市场预期、
美对伊朗制裁态度强硬及美国原油库
存超预期下降等，是影响近期国际油
价上涨的主要因素。

据新华社哈尔滨7月7日
电 在全面抗战爆发纪念日来临
之际，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
证陈列馆向社会公布了侵华日
军细菌战部队——北支甲第一
八五五部队的成员名册，其中包
含了1242名该部队成员的真实
姓名和个人信息，这是我国首次
大规模实名公布一八五五部队
成员信息。

北支甲第一八五五部队和臭

名昭著的“731部队”一样，都是二
战期间侵华日军在中国成立的细
菌部队，主要进行人体实验和细
菌战研究。一八五五部队本部旧
址位于北京市天坛公园神乐署，
其辐射的范围包括天津、石家庄、
济南、太原、郑州、青岛等地。

据了解，公布的一八五五部
队成员名册叫《北支那防疫给水
部甲一八五五部队留守名簿》，
是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

陈列馆和哈尔滨市社科院七三
一问题国际研究中心的专家通
过多方努力，2016 年从日本国
立公文书馆获得，编写时间是
1945年8月29日。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
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说，通过对
这份名册的研究，最终确定一八
五五部队人员共 1242人，其中
核心领导层 16人，部队下设 13
个派驻机构，其中5个支部、8个

办事处，分布在华北多个地区，
主要进行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的
研究，并同时为侵华日军在华北
的各个师团配备了专门实施细
菌战的防疫给水班。

金成民表示，名册的公开，
对于了解一八五五部队的全貌，
特别是它的规模、建制、机构设
置、人员构成，包括它的活动轨
迹、核心犯罪的过程，都具有极
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侵华日军一八五五细菌部队成员名册首次被公开

汤森路透：

中企跨境并购
上半年保持较快增长

据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汤森
路透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8
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并购交易总额达
3227亿美元，其中跨境并购交易额达
766亿美元。

汤森路透首届中国跨境并购论坛
日前在北京举行。汤森路透的研究显
示，中国企业跨境并购在过去十年，尤
其是 2014年以来增长迅速。尽管面
临更复杂的国际投资环境，今年上半
年中企跨境并购交易额同比增幅仍达
到46％。

中国工商银行投资银行部总经理
李峰认为，进一步开放举措以及消费
和产业升级等因素将继续助推中国企
业跨境并购。在新的环境下，中企跨
境投资也将呈现新的特点，比如更多
以参股和合资形式进行并购。

伊核外长会重申
将继续维护执行协议

据新华社维也纳7月6日电 伊
朗核问题外长会6日在维也纳发布联
合声明，重申各方共同维护执行伊核
全面协议不动摇，并致力于解决美国
退出伊核协议后出现的问题。

当天，中、俄、英、法、德与伊朗外
长在维也纳召开伊朗核问题外长会，
就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继续维护并执
行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进行会谈。

对于在美国退出并重新对伊制
裁的情况下，如何保障伊朗在伊核全
面协议下的经济利益，声明确认就提
供伊朗相关补偿做出承诺，主要包括
与伊朗进行更广泛的经济合作以确
保伊朗的金融通道畅通、确保伊朗原
油及相关产品的出口、有效支持与伊
朗开展贸易的实体、鼓励对伊朗继续
投资等。

巴基斯坦前总理谢里夫
因腐败案被判10年监禁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 7月 6日电
巴基斯坦反腐法院6日对前总理家族
涉嫌的一起腐败案件作出判决，以获
取非法收入且隐匿海外资产、不配合
调查机关工作等为由，判处谢里夫 10
年监禁。

巴基斯坦反腐法院宣布谢里夫
家族涉腐案判决后，谢里夫在伦敦
召开新闻发布会，称拒绝带有“政治
动机”的判决，并誓言重返巴基斯坦
政坛。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谢里
夫派）领导人、谢里夫胞弟夏巴兹·
谢里夫也指责判决不公，称巴基斯
坦人民和穆盟（谢里夫派）不会接受
这一判决。

叙利亚政府军收复
南部边境口岸纳西卜

7月6日，在叙利亚南部德拉省，
叙政府军抵达纳西卜。

据叙利亚官方媒体报道，叙政府
军6日收复了南部德拉省境内的边境
口岸纳西卜。 新华社/法新

日本强降雨已致
24人死亡50余人失踪

据新华社东京7月7日电 据日
本媒体 7日报道，日本连日来持续大
范围的暴雨已造成24人死亡，50余人
下落不明。

日本气象厅认为，5日以来持续
的降水可能造成数十年一遇的严重灾
害。气象厅7日下午对岐阜县发布大
雨特别警告，并继续维持对京都府、冈
山县、兵库县的大雨特别警告级别。

江苏三大粮食作物
全程机械化水平超过78%

据新华社南京7月7日电 记者7
日从江苏省农机局获悉，截至目前，江
苏省三大粮食作物六大环节全程机械
化水平超过 78%，其中水稻机插率稳
定在 75%左右，粮食产地烘干能力达
到 51%，高效植保机械化能力超过
60%。

作为全国两个高质量建设粮食生
产全程机械化整体推进示范省之一，
江苏省把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纳入

《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
五”规划》统一部署。自2016年开始，
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已连续3年被写
入省委1号文件加以推进。

长江防总：

“1号洪水”平稳通过
新一轮强降雨即将到来

据新华社武汉7月7日电 随着
三峡水库入库流量在 6日减至 47000
立方米每秒，并持续转退，长江 2018
年第 1号洪水平稳通过三峡库区，确
保了荆江河段不超过警戒水位，有效
减轻了中下游防洪压力。

另据预测，预计 7月 8日开始，长
江上游和汉江上游将出现新一轮持续
强降雨过程，降雨落区与本轮强降雨
基本重合，防汛形势将趋于严峻。

长江防总要求，要按照国家防总
指示要求，继续密切关注水雨情变化，
加密监测预报，滚动会商研判，优化调
度方案，确保流域防洪安全；要及时派
遣工作组赴流域多地协助指导防洪抢
险工作；及时下发通知督促沿线各地
加强堤防巡查防守，全力以赴做好防
汛抗洪各项工作。

7 月 7 日，市民在中国
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
参观。

当日是“七七事变”81
周年纪念日，不少市民来
到位于河北邢台的中国人
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参
观，缅怀抗日英烈，接受爱
国主义教育。 新华社发

缅怀英烈

勿忘国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