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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家乡，益田商业让沈阳中街注入新活力
每一座城市，都有独特的文化底蕴与商业

名片。对沈阳而言，沈阳中街不仅是中国第一
条商业步行街、国内最长的商业步行街，更是沈
阳民族工商业的发源地。在新零售时代，这个

“第一繁华商圈”将迎来又一次迭代升级。始终
心系故乡、不忘家园的益田集团创始人吴群力
先生，将优质资源带回家乡，于3月19日在沈阳
君悦大酒店举办“沈阳盾安·益田假日世界签约
发布会暨全球招商启动仪式”。辽宁省及沈阳
市相关政府领导、全球知名品牌 VERSACE、
COACH、华夏动漫、亨吉利、蔻莎 COSCIA、日
本CA SEGA、赫美集团、台北故宫、西西弗书店
等 200 多商家代表、沈阳当地知名 30 多家媒体
代表莅临现场。

沈阳盾安·益田假日世界位于沈阳中街
商圈中心点中街路 268 号，距离沈阳故宫博物
馆车行距离 1 公里，总建筑面积 27 万平米，年

客流超过 3 亿人次。作为盾安集团与益田旅
游商业集团轻资产委托管理合作的项目，益
田旅游商业将以“新零售、新体验、新生活”的
商业理念为指导，充分挖掘本土旅游资源和
文化内核，以“古韵与今风同台，国粹与国际
共舞”的招商理念，将沈阳中街商业升级大换
代，打造沈阳独一无二的 5A 级旅游购物的目
的地。

中街是中国最早的商业步行街，迄今已近
400年历史，是可与北京王府井、成都的春熙路
相提并论的商业中心商圈。时代的发展和变
迁，赋予了中街新的机遇。坐落于中街核心位
置、27万体量的中街益田假日世界，无疑迎来历
史性时刻。如何引领沈阳中街焕新升级、传承

文化历史传承的重要使命，益田旅游商业集团
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商业秘籍。

益田假日世界紧密围绕益田独创的“新零
售、新体验、新生活”商业理念，从空间、场景、主
题、业态等创新升级，引领沈阳市民与游客消费
升级与美好生活的亲身体验。并把旅游场景植
入商业空间，把文化元素融入商业内核，以益田
旅游商业“文化+体验”创新商业模式，打造沈阳
国家5A级景区购物中心。

潮尚美学、文化荟萃、跨界体验、亲子娱乐、
美食盛宴五大主题业态与300余知名品牌，共同
演绎“古韵与今风同台、国粹与国际共舞”，必将
成为沈阳网红地标打卡圣地。

辽沈晚报记者 郭沿村

记者21日从响水县政府新闻办公室获悉，
截至21日晚19时，江苏响水发生的爆炸事故造
成6人死亡、30人重伤。

21 日 14 时 48 分左右，位于响水县生态化
工园区的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
发生后，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启动了应急预
案，第一时间开展事故救援等工作。截至 19
时，事故已造成 6人死亡、30人重伤，另有部分
群众不同程度轻伤。

目前，现场救援还在继续进行，医卫部门正
在全力救治伤员，环保部门正在进行环境监测。

江苏响水爆炸 6人死亡30人重伤

记者21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江苏省盐城
市响水县陈家港化工园区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
当日下午发生爆炸，截至 17 时，救援人员已从
现场救出31人。

据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接报后，应
急管理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主要负责人在部

指挥中心调度了解救援情况，与现场视频连线，
派出专家组紧急赶赴现场，协助地方做好应急
处置工作。应急管理部要求，全力开展抢险救
援，确保救援人员安全，同时协调医疗人员全力
救治，及时疏散周边群众并妥善安置。

据了解，21日 14时 52分，盐城市消防救援

支队接到报警，派遣响水中队、滨海中队赶赴现
场。目前共有 41 辆消防车、188 名消防员在现
场开展处置。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正调集泰
州、盐城、连云港、淮安、宿迁及江苏总队培训基
地等消防救援队伍的 62 辆消防车、247 名消防
员赶赴现场增援。

已救出31人 应急管理部指导爆炸应急处置
相关新闻

美国国防部督察长办公室 20 日宣布，已启
动对国防部代理部长帕特里克·沙纳汉的调查，
理由是他被指曾偏袒老东家波音公司、有违职
业道德。

美国国防部督察长办公室发言人德雷娜·
艾伦当天说，近期收到投诉称，沙纳汉曾发表宣
扬其前雇主波音公司、同时贬低波音竞争对手
的言论，涉嫌违反职业道德和行为准则。国防
部已告知沙纳汉，相关调查已启动。

本月早些时候，一家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
特区的独立监督机构向国防部投诉，理由是有
报道称沙纳汉担任国防部副部长时曾在内部会

议上贬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同时标榜波音公
司。

据美国政客新闻网今年1月报道，沙纳汉曾
抨击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F-35联合攻击战斗
机项目，并指责该公司不会管理项目。

沙纳汉现年 56 岁，他在 2017 年 3 月被美国
总统特朗普提名为国防部副部长并于当年 7月
上任。去年底，他被特朗普任命为国防部代理
部长。沙纳汉曾供职波音超过30年。

洛克希德-马丁和波音是美国最大的两家
防务承包商。波音公司近日因波音 737 MAX
系列飞机安全性问题受到各方密切关注。

美国联邦航空局 20 日发布一份新的“持续
适航通告”说，该机构正对波音 737 MAX 系列
飞机新飞行控制软件安装和飞行训练情况进行
审查，并表示这是该机构当前首要任务。

通告说，波音公司正在制定一份“服务通
报”，将具体说明新的飞行控制软件安装情况，
而波音已制定与这一新软件相关的机组人员训
练要求。美国联邦航空局正在对此进行审查，

这是该机构当前的首要任务。此外，波音向运
营商推出的有关737 MAX客机的其他“任何软
件、训练或其他措施”都将在该机构优先审查之
列。

3月10日，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执飞302航
班的一架波音 737-8 客机（属于 737 MAX 系
列）发生坠机事件，这是继去年 10 月 29 日印度
尼西亚狮子航空公司空难事故之后，波音737-8

美国防部代理部长因“偏袒波音”面临内部调查

美国国防部督察长办公室3月20日宣布，已启动对国防部代理部长帕特里克·沙纳汉的调查，
理由是他被指曾偏袒老东家波音公司、有违职业道德。这是2月13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拍摄的美
国国防部代理部长帕特里克·沙纳汉的资料照片。

美监管机构称审查波音飞控软件升级是其首要任务

客机发生的第二起空难。
连续两起空难使美国联邦航空局对波音

的监管受到广泛质疑。该机构在3月11日发
布的“持续适航通告”中表示，将监督波音改
进飞行控制系统，预计不晚于今年4月发布设
计变化，而波音将针对这些变化推出新训练
手册。美国媒体“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援引知情人士消息说，波音计划 3
月 25 日完成软件更新，但获得联邦航空局批
准前不会向航空公司发布。

新的“持续适航通告”还报告说，埃塞航
空失事客机的两只黑匣子——驾驶舱语音记

录器和飞行数据记录器的数据目前已下载完
成，由埃塞俄比亚当局掌握。随着对失事客
机调查的进展，美联邦航空局将继续对新发
现的信息进行分析。

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参议院20日宣布，参
议院商业、科学和交通委员会下属航空航天
小组委员会将于 27 日召开公开听证会，主题
为航空安全以及联邦政府对于民航的监管。
据悉，该小组委员会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再次
就航空安全召开听证会，波音公司等航天航
空器制造商、飞行员等利益攸关方将出席作
证。

相关
新闻

路透社 20日报道，印度尼西
亚狮子航空公司失事客机“黑匣
子”之一所含内容显示，飞行员发

现那架波音 737 MAX 8 型客机“失控”时，
“慌忙翻查”操作手册，没有找到答案。

狮航 JT 610 航班客机去年 10 月 29 日早
晨从印尼首都雅加达附近起飞，大约 13分钟
后坠入爪哇海，乘客和机组人员共189人全部
遇难。

初步调查显示，失事客机所搭载的一个
迎角感应器发生故障，出现“数据错误”。调
查组试图确认，这一错误是否触发737 MAX
系列机型特有的 MCAS 防失速自动化系统，
导致飞机突然、重复俯冲；而狮航飞行员执飞
这一型号飞机前是否接受充分培训，了解如
何正确应对这类紧急状况。

印尼空难调查组去年11月发布的初步调
查报告显示，客机起飞时，机长负责操控；副
驾驶负责与空中交通管制人员交流。起飞后
两分钟，副驾驶向空管报告遭遇“飞行控制问
题”，但没有详说，只是请求将飞行高度降至
5000英尺（1524米）。

三名知情人士以匿名为条件，向路透社
披露“黑匣子”之一、即驾驶舱语音记录器所
含内容。其中一人告诉路透社，语音记录中
提及“空速”问题；机长要求副驾驶查阅客机

《快速参考手册》，手册中列有对一系列“异常
状况”的解释和应对方法。

后续 9 分钟内，系统向机组人员发出警
示，提示飞机出现失速状况、系统已自动将机
头下压。失速意味着飞机机翼上方气流过
弱、升力不足，导致飞机无法正常飞行。

机长手动拉升机头、希望使飞机恢复爬
升状态，但系统仍然“错误感应”到失速现象，

因而持续借助配平系统下压机头。配平系统
以微调飞机操作面的方式稳定飞机姿态和航
向。

另一名消息人士说：“他们似乎不知道配
平系统指示下压（机头），只想到空速和飞行
高度问题。他们的讨论内容仅限于这些。”

三名消息人士说，狮航 JT 610 航班的短
暂航程中，机组人员大部分时间保持冷静。
临近航程最后一刻，机长要求副驾驶操控飞
机，自己查阅手册，希望找到答案。

11 月调查报告说，飞机从雷达中消失前
大约一分钟，机长向空管发出最后请求：清空
3000 英尺（914 米）以下航道，飞行高度降至
5000英尺（1524米）。空管批准这一请求。

31 岁的机长最终没有如愿找到答案，41
岁的副驾驶控制不住飞机。飞行数据记录器
所含数据显示，副驾驶操纵驾驶盘时的信号
输入相比机长操纵时“微弱”。

按照其中一名消息人士的说法，“就像面
对一场有 100道题目的考试，到了截止时间，
发现只答了75道题。这时你会恐慌。”

“最后一刻”来临前，印度裔机长保持沉
默……飞机随后坠入大海。

印尼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主席苏尔扬
托·贾约诺20日说，印尼官方没有公布驾驶舱
语音记录器内容，对报道不作回应。

贾约诺先前说，最终调查报告可能7月或
8月发布；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旗下一架同型
号客机 3 月 10 日坠毁后，印尼方面希望“加
速”调查。

埃塞俄比亚政府人士说，两架失事 737
MAX 8客机“黑匣子”所含信息显示，两起空
难中客机坠毁前轨迹呈现“明显相似之处”。

本版稿件文图均据新华社

狮航飞行员遇难前“查无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