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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大火夺命 22 人 嫌犯落网
现场有汽油焚烧痕迹 房门均被反锁 起火点曾被投诉有安全隐患
16 日 4 时左右， 江苏常熟虞山镇漕泾
新村二区 74 幢发生火灾，造成 22 死 3 伤，
还有 1 人失联。 3 位伤者均为轻伤，已经被
及时转往医院进行救治，无生命危险。 经公
安部门调查取证，这是一起纵火案，犯罪嫌
疑人姜某某已被抓获。

 火灾现场。 119 指挥
中心调集了 14 辆消防车、71
名消防官 兵 赶 赴 现场处 置 。
图据“常熟发布”官方微博
事发时， 房门均被反
锁。 着火房屋是一幢独立的
二层小楼， 进出的地方只有
一个高约两米、 宽约一米的
小铁门。
图据“央视新闻”官方微博

事发房屋为餐饮公司员工宿舍

根据常熟 市 人 民 政 府
通报，7月 16日 凌 晨 4时
29分 5秒，常熟市公安部
门接到群众报警，称虞山镇
漕泾新村二区 74幢发生火
灾。4时 32分，消防大队接
到公安局指挥中心警情。
119指挥中心立即调集 14
辆 消 防 车 、71名 消 防 官 兵
赶赴现场处置。4时 42分
首批消防人员到达现场并
立即展 开 救 援 ，4时 50分
火 势 被 控 制 ，5时 28分 火
情被扑灭。
事发地为一处城市居民
出租商品房屋，系江苏四阿哥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租住的员
工宿舍（房东：毛永■，常熟
人；承租人：江苏四阿哥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姜
宗怀，江苏淮安人）。起火建筑
为两层带阁楼砖混结构，建筑
面积约 200平方米，过火面
积约 200平方米。经调查核
实，事发时该房屋内共住有
29人。
经对现场彻底清理，确认
死亡 22人（15男、7女）。6人
（5男 1女）救离现场，其中 3
人受轻伤，无生命危险，目前
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还有 1人
失联。
公安部门随即全力开展嫌疑
人查找和抓捕工作。目前，犯
罪嫌疑人姜某某已被抓获。
苏州、常熟两级检察院已
提前介入。

房屋仅能通过一个小铁门进出

央视记者在现场看到，
尽管火灾发生已经过去数小
时，但现场依旧散发着浓浓
的橡胶味。着火的房屋是幢
独立的二层小楼，进出的地
方只有一个高约两米、宽约
一米的小铁门。火灾现场流
淌着救援时喷出的水，颜色

呈黑色。二层小楼房间处的
窗户基本被烧焦，有三分之
一已经被破拆。旁边阳台上
安装了防盗窗，相对保存完
整，有三分之一呈现出被火
烧过的痕迹。有很多消防队
员进出，警戒线内放置了消
防队员使用的头盔和胶鞋。

国家安监总局要求严肃追责

火灾发生后，江苏省委省
政府主要领导与公安部领导
赶赴现场指挥救援和处置，苏
州市、常熟市立即成立了应急
处置领导小组，组成现场搜
救、医疗救治、原因调查、善后
处置、舆情发布等工作小组，
还成立了 24个由司法、民政、
社区、心理疏导专业人员等组
成的善后处置工作小组，“ 一
对一”做好死者和伤者家属的

接待安抚工作。
据江苏省安监局通报，接
到事故报告后，国家安监总局
党组副书记、副局长付建华立
即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
协助地方政府做好事故处置
等善后处理工作；要求江苏省
安监局配合地方政府全力救
治伤员，核清事故有关情况，
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
追责。

新华社电 （记者 赵文君）记
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16日上
午，受台风“塔拉斯”影响，一批游
客在广东阳江以东约 19海里处
的南鹏岛上被困，情况紧急。交通
运输部南海救助局紧急派遣专业
救助船和救助直升机前往救助，
将岛上被困 49人安全救出。
16日 8时许，南海救助局接
报，4支露营队伍在阳江闸坡以东
约 19海里处的南鹏岛露营，受台
风“塔拉斯”影响，被困岛上无法返
回，请求救助。接报后，南海救助局
立即派专业救助船前往救援，同时
派遣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大型专
业救助直升机从珠海增援。
据介绍，南鹏岛是一个没有
任何生活设施的荒岛，游客属于
自行上岛。

四龄童悬空防护网
“抓举哥”挺身而出

现场门被反锁 有汽油焚烧痕迹

根据江苏省公安厅提供
的情况，现场有汽油焚烧的
痕迹，房门均被反锁。经调取
现场及周边视频监控录像，
初步确定犯罪嫌疑人，当地

49 人被台风围困
救助船直升机驰援

■相关新闻

起火点多次被投诉存在安全隐患

据央视记者从常熟相关部
门获悉，从去年开始，就有当地
居民投诉这一群租房存在安全
隐患。
中国青年报记者也了解到，
今年 6月 6日，网民“d123456”
在“寒山闻钟”上发了一个关于
反映“常熟漕泾二区 74幢”安
全隐患的帖子。“寒山闻钟”系苏
州“12345”优化升级、拓展网络
平台，是苏州市第一个由政府主
办的，把解决群众诉求与提升部
门作风效能紧密结合起来，打造
“24小时不下班的服务型政府”
的网络论坛。
该帖子称，近年来，四阿哥
餐厅在常熟漕泾二区 74幢租
一套住房作为男女员工宿舍
后，周围邻居被长期惊扰，没有
安全感，不胜其烦：群租群居，
人员复杂，青年外地人员流动
性大，晚上吵吵闹闹，对周边邻

居有治安隐患。房子里住几十
个男男女女，电线凌乱，电器繁
多，抽烟夜宵，存在严重火灾隐
患。呼吁相关部门认真执法，严
格执法，消灭潜在隐患。
事实上，早在 2016年 11
月 17日，网民“d123456”就发
帖反映同一问题。该帖子称，从
去年开始，多次向常熟 12345
反映，答复是要求整改，加强管
理。但情况均不理想，反而更加
严重。呼吁相关部门认真执法，
严格执法，还居民一个安全、清
静的小区环境。
“租了两年多了，最近住着
20多个人，大多是外地人，平均
二十五六岁左右，服务员和厨师
都有。”四阿哥餐厅一名工作人
员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起火点系
该餐厅员工宿舍，住有 20余人。
综合新华社、央视
中国青年报报道

15日中午，湖北襄阳一 4岁
男孩因家中无人，独自玩耍，不慎
悬空吊在 5楼防护网上。危急时
刻，居民徐勇军站在隔壁 4楼防
护网上，牢牢抓举男孩（如图）。
当日 11时许，襄阳鱼梁洲锦
绣家园小区，一 5楼窗户防护网
上悬吊着一个小孩，正在停车的
徐勇军跑上 5楼敲门，孩子家里
无人应答。徐勇军来到隔壁邻居
家的窗户前观察，发现被卡男孩
浑身是汗，满脸通红。男孩哭着
说：
“叔叔，我受不了了，救救我！”
在 5楼邻居的帮助下，徐勇
军冒险爬上防护网，身体倾斜，一
手拉着防护网，一手抓住隔壁悬
空男孩的胳膊，向上提着他。因担
心自己拖不住男孩，徐勇军又请
户主找来一根电线，一头系着男
孩双脚，一头系在防护网上。
11时 15分，男孩奶奶回家
打开门，热心人冲进屋内，拉起男
孩。因施救及时，小孩只是受到惊
吓，并无大碍。
据了解，37岁的徐勇军住在
该小区二单元，做药材生意。
据湖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