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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

等地 3 座教堂和 3 家酒店 21 日上午遭

爆炸袭击后， 当天下午科伦坡又发生

两起爆炸。 至发稿时止， 当地系列爆

炸死亡人数已升至 207 人， 另有 470

人受伤。 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 21 日

证实， 两名中国公民在当天的连环爆

炸袭击中遇难， 受伤中国公民人数正

在进一步核实。

斯里兰卡警方证实， 当地时间 14

时左右， 科伦坡代希瓦勒动物园附近

一家酒店发生第七起爆炸， 随后， 科

伦坡德曼塔戈达地区发生第八起爆炸。

斯里兰卡当局宣布， 从当地时间

21 日 18 时至 22 日早 6 时， 斯里兰卡

全岛实施宵禁。 截至目前， 斯警方已

逮捕 7 名爆炸案嫌疑人， 并表示将进

一步调查。

当地媒体援引警方和医院消息说，

爆炸造成 35 名外国人死亡， 另有 12

名外国人受伤。 据中国驻斯里兰卡使

馆发布的消息， 伤者中包括 4 名中国

公民， 目前这 4 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

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呼吁民众

保持镇静， 不要轻信未经权威部门证

实的消息， 并表示警方和军方正在进

行调查， 请民众配合。 斯里兰卡总理

维克勒马辛哈在社交媒体上强烈谴责

当天的爆炸案， 并呼吁斯里兰卡民众

在此悲痛时刻更加团结。

中国驻斯里兰卡使馆表示， 两名

中国公民在当天的连环爆炸袭击中遇

难， 受伤中国公民人数正在进一步核

实。

21 日早些时候， 斯里兰卡多地接

连发生 8 起爆炸， 包括位于首都的科

伦坡香格里拉大酒店、 肉桂大酒店和

金斯伯里大酒店， 以及位于科伦坡市

内的圣安东尼教堂、 位于市郊的圣塞

巴斯蒂安教堂和位于东部城市拜蒂克

洛的一座教堂。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

一系列爆炸事件。

今年 4 月 21 日是西方的复活节。

斯里兰卡发生系列爆炸

遇难人数升至200余人，包括两名中国公民

信息时报讯 （记者韦柑潞 实习生

叶佳茵 ）

记者昨日从广之旅、 南湖国

旅、携程、途牛、驴妈妈等旅游机构了解

到，斯里兰卡爆炸事件发生后，各旅行

社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目前上述旅行社

在当地的团队游客安全。

据了解，携程旅游暂未接到自由行

客人受爆炸事件影响的消息。携程在科

伦坡当地的一个团队领队表示，爆炸威

胁未解除，正带着客人在科伦坡酒店中

餐厅避难。广之旅在当地有 1 个团队共

14 人。 由于行程不涉及爆炸事件所在

的教堂和酒店，该团队行程没有受到影

响。 据悉，该团队全部游客已经按原定

计划，安全抵达机场，准备飞返广州。

南湖国旅方面表示，目前该社没有

旅游者在当地。 同时，发生爆炸的酒店

均不是旅行社常用酒店。而出事的教堂

参观人群主要是当地人为主。

携程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通过携

程线上及门店预订跟团游、 自由行、当

地玩乐、定制等行程，在 4 月 21~24 日

出发的旅客启动灾害基金，协调为客人

无损退订，最终未出行订单损失携程旅

游主动承担。驴妈妈出境游事业部将在

征得游客同意情况下，适当调整团队相

应目的地行程，针对已预订但尚未出行

的游客，将协助按照航司最新规定退票

或改期。 广之旅将暂停自 4 月 22 日起

未来一周的斯里兰卡团队出发，并积极

与航空公司、当地酒店、地接在内的合

作伙伴沟通，将游客损失减至最低。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智汛）

昨

晚， 广州市荔湾区住房和建设局发

布针对芳村大道花地立交桥拆除相

关情况通报。

根据 2018 年 11 月检测报告显

示，花地立交技术状况等级为 E 级，

处于危险状态， 于 11 月 19 日零时

起封闭桥上交通。昨晚，荔湾区住房

和建设局对外公布了花地立交拆除

的原因。 拆除芳村大道花地立交桥

能够消除安全隐患，节约财政投资，

并有利于大幅优化地铁换乘大厅的

布置，大大加快地铁建设施工。

据了解， 对该桥采取拆除并恢

复地面通行，施工时间为 4 月 20 日

至 6 月 25 日，对交通影响较大的第

一阶段施工约为 10 天。下一步根据

区域城市发展规划及交通发展需

求，将结合地铁十一号线、二十二线

新建大型互通式立交桥， 满足近期

和远期的交通要求。

有旅行团在酒店避难 旅行社后续行程将调整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通讯员

林荫）

昨日，广东 21 个地级市同步举办

2019 广东省森林城市建设主题宣传活

动。 记者从梅州市主会场获悉，广东将

在珠三角 9 市都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

市的基础上，今年将重点推动梅州市申

报国家森林城市，拟打造粤北山区第一

个国家森林城市，到 2020 年，推动全省

21 个地级市全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梅州有望成粤北首个国家森林城市

据了解，昨日，21 个地级市围绕“森

林城市·共建大湾区·森林惠民” 主题，

开展了健步行、绘画摄影比赛、登山活

动、科普展示、义务植树等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 互动性强的主题宣传活动，全

省近 2 万人参加了活动。 活动当天还同

期举办了广东森林小镇发展研讨会，

东

莞市麻涌镇 、清溪镇 ，深圳市盐田区梅

沙街道 ，茂名信宜市钱排镇 ，汕尾市陆

河县南万镇， 肇庆四会市罗源镇， 梅州

市大埔县青溪镇， 江门恩平大田镇，中

山市南朗镇，韶关市翁源县江尾镇

成为

首批“广东十大绿美森林小镇”。

记者了解到，珠三角 9 市全部成功

获得“国家森林城市”称号，梅州、茂名、

潮州、 阳江等 10 个城市正在积极开展

创建工作。 梅州市自 2015 年 6 月启动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工作以来，投入 18.1

亿元，突出抓好城乡森林景观带、公园

绿地、美丽乡村、林下经济等重点生态

工程建设，努力建设生态功能区，争当

粤北绿色发展引领者。 目前，梅州市各

项“创森”任务已基本完成，40 项指标已

基本达标， 拟在今年 7 月向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申请验收，有望成为粤北地区第

一个国家森林城市。

打造环湾区城市森林生态防护屏障

据介绍，广东省正在制定《广东省

森林城市发展规划》， 以珠三角国家森

林城市群为绿心，以粤北、东西两翼森

林城市为生态屏障，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森林城市群，构建岭南特色的森林生态

安全屏障， 力争到 2020 年全省地级以

上市全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开启广东

省生态文明建设新征程。

据透露，今年广东省将全域一体打

造珠三角国家森林城市群，打造环湾区

城市森林生态防护屏障。 重点在城市生

态系统上共谋共建、生态廊道互联互通

上下功夫，组织编制和落实粤港澳大湾

区水鸟生态廊道、珠三角森林生态廊道

等区域规划，建设一批具有世界级水平

的自然生态文化科普场馆，加快培育岭

南特色森林生态文化。 同时，广东省将

继续加强与港澳之间的跨境林业合作

和生态共建。 力争每年都有 1 至 2 个城

市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2019 年全省

将新建 30 个森林小镇、100 个绿美古树

乡村和 1600 个森林乡村。

2020年广东21个地级市将全部建成国家森林城市

花地立交正被拆除

将新建大型立交

警方在遭爆炸袭击的香格里拉酒店现场调查。 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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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爆炸袭击遇难者亲属在痛

哭流涕。 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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