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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近日就芦山地震灾区次生地质
灾害防范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四川省
委、 省政府和国土资源部等部门迅速
行动， 制定并完善相关措施， 切实做
好地质灾害防范治理工作， 全力保证
灾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4月22日，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四川省和有关部门在继续全力做
好人员搜救、 伤员救治、 灾民安置的
同时， 迅速评估次生地质灾害的破坏

风险， 特别要充分考虑强震和降雨叠
加导致次生地质灾害加剧的情况。

4月23日下午， 习近平在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强调， 要
千方百计防止次生地质灾害的发生。
他指出， 我特别担心的是， 大震之后
余震频发， 阴雨连绵， 容易发生塌
方、 滚石等次生地质灾害， 四川省和
有关部门要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防
范， 引导群众安全避险， 避免造成新
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4月23日当天， 四川省“4·20”

芦山7.0级地震抗震救灾指挥部召开
会议， 贯彻落实习近平重要指示精
神， 强调要本着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高度负责的态度， 把防范次生地质灾
害作为一项紧迫任务来抓， 加强余震
和气象监测， 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排
查， 加强群众安全教育， 确保受灾群
众安全安置。

连日来， 四川省根据党中央的明
确要求和地质灾害防治应急预案， 在
国土资源部等有关部门支持下， 组织
全省17个专业地勘单位、 315名专业

技术人员， 以雅安市为中心， 开展了
地震核心灾区9个市 （州） 涉及37个
县范围内的次生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
和灾害评估工作， 对已发现的隐患
点， 设立警示标志， 向群众发放明白
卡， 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并落实专人
24小时监测。 抗震救灾指挥部组织专
家对排查出的重大隐患点进行风险评
估， 详细制定监测预警、 有效撤离和
应急救援预案。 对于极易发生灾害的
隐患点， 及时安排受灾群众主动避险
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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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派记者 荆彩

“师傅，能搭个车么？ 到穆坪镇
镇政府就行！”4月25日上午，在宝兴
街头，记者拦下了一辆垃圾车。

“上吧！但我不去镇政府，你们
可能只能搭到桥头。” 司机名叫陈
福凯，宝兴县城人，今年30岁，已
经开垃圾车近一年了。

“每天几点上班啊？ 家里人还
安全吧！ ”上了车， 记者和陈福凯
聊起来。

“屋里头两个人走了。”泪水从
他眼中涌出。 在这次地震中，他的
妈妈和哥哥遇难。

“今天这是您跑的第几趟了？
吃早饭了么？ ”

“第三趟了，这几天垃圾太多，
还没来得及吃早饭。 ”

“那怎么行， 每天还得干活
呢。”记者递过去一小包巧克力，陈
福凯坚持说不要，硬塞着他才勉强
接下。

“知道我们家出了事，单位领
导让我休息。”陈福凯低着头说。可
是父亲陈明华却对他说：“地震来
了，那么多垃圾，上班吧！地震后容
易出现疫情。” 安葬了母亲和大哥
后的第2天，早上6时，陈福凯重新
开起了他的垃圾运送车。

“当时心里特别难受，但我要

上班，因为同事们都忙不赢了。”地
震发生后， 陈福凯每天要运送15
车垃圾。 最忙的一天，他从早上6
时工作到晚上12时。

“累不累？ ”
“那么多志愿者和解放军武警

官兵大老远跑过来援助我们，他们
更累。 ”陈福凯憨憨地说。

下车时， 记者和陈福凯约好，
随他一起运一次垃圾。

下午1时，垃圾车从红军广场
安置点出发， 开始收街上的垃圾。
车行10余米， 就被来往车辆堵在
路上，一堵就是1个多小时，再次开
动垃圾车时，已过了下午2时。

车辆停下，附近商户便纷纷主
动将垃圾倒入垃圾车中。遇到固定
垃圾箱，陈福凯便熟练地穿上灰棕
色工作服，戴上手套，不声不响中，
垃圾已装了大半车。陈福凯头上渗
出细密的汗珠， 他抬起袖子一抹，
又奔向4个紧挨着的垃圾箱。 卸下
满车垃圾再次回到红军广场，已经
3时30分。

“平时运一趟垃圾也要这么久
么？”“最多一个半小时，最近城里
车多，所以晚点，估计今晚得加班
了。 ”

说话间，陈福凯又发动了垃圾
车，继续开工。

（本报宝兴4月25日电）

据 新 华 社 北 京 4月 25日 电
四川省芦山“4·20”7.0级强烈地震
抗震救灾已进入第6天， 寻找生命
还在继续， 卫生防疫成为重中之
重，群众生活难题正逐步缓解。

196人遇难
200余万人受灾

四川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
钟勉25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
发布会上介绍，截至24日18时，芦
山“4·20”7.0级强烈地震已造成
196人遇难、21人失踪、13484人受
伤，全省200余万人受灾，已累计
转移安置受灾群众29.5万人。

灾区房屋损毁严重，累计农村
住房倒塌18.63万间， 城镇住房倒
塌6.7万多间。

卫生防疫全面展开
为保证大灾之后无大疫，卫生

防疫工作已成重中之重。芦山地震
灾区已累计开展环境消杀灭面积
141万平方米， 清除垃圾1809吨；
累计卫生监督检查集中供水点
194个， 医疗点135个次， 安置点
216个次，目前，灾区未发现重大
传染病疫情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

芦山县城新城区自来水经采
样检测已符合饮用标准，老城区一
些水源尚未达到饮用水标准。 目
前，有关部门已通过为老城区安装
净化水设备、加强车载送水等方式
解决居民生活用水问题。

通信等设施正加紧抢修
除芦山县双石、大川和宝盛三

个乡镇没有纳入国家电网，依靠水
电站自主供电外， 受灾的芦山、天
全和宝兴三县的县城，以及灾民集
中安置点、医院、学校等公共服务
设施全部供电，三个暂时没有纳入
电网的乡镇将在明天通过应急供
电设备实现恢复供电。

16个通信中断乡镇已全部恢
复通信，因地震受损的724个通信
基站已恢复532个。

救灾组织工作进一步加强
雅安市25日出台《抗震救灾期

间领导干部从严管理“六条规定”》。
干部若出现擅离职守、有令不行、作
风不实、组织指挥不力、工作效率低
下、弄虚作假等行为，将一律免职。

全力缓解群众生活困难
6.9万顶救灾帐篷、21.7万床

棉被已运抵芦山地震灾区。
为缓解灾区群众生活困难，成

都军区联勤部出动净水车、 淋浴
车、炊事车等野营装备，在重灾区
芦山县城、龙门乡、宝盛乡和宝兴
县开设野战供水站5个、 洗浴站4
个， 累计供水440余吨， 保障了
21000余人次用水。 同时，在芦山
县城、龙门乡、宝兴县人民医院等
地还开设了5个赈灾热食供应点。
应灾区群众要求，25日又出动三
台大型被服洗涤车，为灾区群众提
供衣物洗涤保障。

（上接1版④）
远大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张跃、

湖南曾氏铝业集团董事长曾小山、
大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总裁傅胜龙等10位湘商， 摘获本
届总评榜最高奖———“2012年度
中国湘商十大风云人物”； 湖南佳
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罗长
林、奥盛特重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李定美等10位湘商，当选“2012
年度中国湘商十大新锐人物”；北
京湖南企业商会会长傅军等10位
会长，荣膺“2012年度中国湘商十
大最具影响力商会会长”； 中国科
学院湖南技术转移中心主任、省科
技厅厅长助理费璟昊与邵阳市政
府等获评“2012年度中国湘商十
大推动人物和机构”； 贵州湘企独

山国际商贸城、国家级湘潭九华经
济技术开发区等摘获“2012年度
中国湘商十大最具投资价值市场
（经济园区）”；“三一重工状告美国
总统奥巴马 ” 等事件 ， 被评为
“2012年度中国湘商十大新闻事
件”。

颁奖典礼上，举办了“湘商中
国梦———湘商时代高峰论坛”。 论
坛上，凝聚湘商力量、助力中国梦、
塑造湘商精神成为热门话题。世界
生产力科学院院士、华民慈善基金
会理事长卢德之，省委宣传部原巡
视员、 省社科联原主席郑佳明，中
国湘商力量总评榜评委会主任伍
继延等， 与商界人士共同探讨了
“新政下， 湘商的发展机遇与挑
战”。

（紧接1版②）在抓好在建、续建项
目的同时， 抓好项目的开发储备，
把招商引资作为开发产业项目的
重中之重； 把传统产业项目的改
造和新兴产业的发展结合起来抓，
协同推进城乡产业项目建设， 以
产业项目带动城乡统筹发展。 四
要严格落实责任， 形成推进项目
建设的长效机制。 抓住全省上下
心齐、 气顺、 劲足的大好时机，
进一步健全责任、 调度、 考核机
制， 层层抓落实， 形成抓项目、促
发展的浓厚氛围，推动湖南经济发

展迈上新台阶。
陈肇雄要求，对已投产项目要

尽快达产达效，在建项目要尽快竣
工投产， 已批项目要尽早开工，同
时认真谋划、 储备一批大项目、好
项目。 对重大项目要采取“一个项
目、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抓到
底”的办法来推进，加强督查考核，
强化部门合作，转变工作职能和工
作作风，创新工作方法，落实好各
项措施。

省政府秘书长戴道晋出席会
议。

（上接1版①）
调研期间，陈晓光还实地考察

了岳阳、益阳等地，仔细察看了城
陵矶综合枢纽工程坝址、君山区广
兴洲镇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及蔬菜
产业发展情况、华容县三封寺镇复
兴村早稻生产现场、华容河综合治
理及水利血防工程现场、南县南茅

河生态走廊、 益华水产品有限公
司、 太阳鸟游艇股份有限公司、南
洞庭湖湿地等，并到民盟湖南省委
机关看望了工作人员。

副省长张硕辅到住地看望陈
晓光一行并出席情况汇报会。省政
协副主席、民盟省委主委杨维刚陪
同调研。

（上接1版③）
会议指出，要进一步完善省属

国企董事会制度建设，通过科学的
制度性安排来保证董事会的规范
运作、发挥效用。 进一步理顺董事
会职责定位，处理好董事会与经理
层的关系，处理好董事会与监事会
的关系，处理好董事会与党组织的

关系。 进一步提升董事会履职能
力，优化董事会的人员构成，完善
外部董事制度，加大外部董事的引
进力度，加强对董事会及董事履职
的考核评价，推动企业董事会及成
员不断提高履职能力。进一步规范
运作董事会， 严把决策程序关，提
高董事会决策水平。

本报4月25日讯 （记者 曹辉
通讯员 徐学宇） 由湖南金鹰男装
有限公司捐赠的价值35万元防风
防雨抗冻保暖服饰、湖南露丝卡生
态家纺有限公司捐赠的价值22万
元功能性木纤维毛巾袜子等，经一
路颠簸，今天安全到达四川芦山地
震灾区天全县。

芦山地震发生后，湖南金鹰服
饰集团董事会决定，由其旗下湖南
金鹰男装有限公司、湖南露丝卡生
态纺织有限公司向灾区捐赠一批

物资， 帮助灾区人民生产自救、重
建家园。同时，联合湖南公益联盟、
湖南巡航救援队、壹基金等民间公
益组织和金鹰955电台、湖南都市
频道等媒体，发起“衣加衣·为爱保
暖KWK在行动” 四川芦山地震紧
急援助活动，并成立抗震救灾小分
队，共20余人，赶赴四川灾区。 湖
南金鹰男装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徐
源表示，只要灾区有需要，他们还
将继续伸出援手，帮助更多受灾群
众摆脱困境。

本报4月25日讯 （记者 刘凌
通讯员 张凯博 杨灿 ） 昨天， 岳
麓区观沙岭街道联合湖南省多位
知名艺术家， 举行“善行观沙、
心系雅安-湖南著名艺术家书画
作品慈善义卖” 活动。

活动得到了张立人、 倪继
周、 张双锡、 谭石光等17位省

内知名艺术家的大力支持 ， 他
们共捐献了40件作品。 经过竞
拍， 所有作品全部拍出， 共拍得
善款34万元， 活动现场众多爱
心人士慷慨解囊， 筹集善款1.62
万元， 观沙岭街道现场将拍卖
款和募捐善款累计35.62万元全
部捐赠给雅安灾区。

本报4月25日讯 （记者 陈鸿
飞 朱章安）24日，记者从衡阳市慈
善总会获悉，当地知名企业王一集
团通过该会，向四川地震灾区捐款
277807元。 这是四川芦山地震发
生后，衡阳市慈善总会收到的第一

笔由当地企业捐给灾区的爱心款。
据了解， 芦山地震发生后，王

一集团召开紧急会议，号召全体员
工伸出援助之手。 集团内2000余
名员工纷纷慷慨解囊，捐款77807
元。 同时，企业捐款20万元。

习近平就芦山地震次生地质灾害防范作出重要指示

加强监测预警 力保群众安全

地震第6天

卫生防疫全面展开
群众生活困难缓解

艺术家慈善义卖支援灾区

衡阳慈善总会收到企业首笔爱心捐款

金鹰服饰为灾区捐赠57万元衣袜
4月25日，芦山县宝盛乡学校灾民安置点，罗家秀正在逗孙儿牟麟涵开心。

本报特派记者 刘尚文 摄

4月25日， 芦山县宝盛乡中坝村沙坝子组灾民安置点帐篷内， 杨奇艳 （左）、
李蕊两位小朋友在快乐地玩耍。 本报特派记者 刘尚文 摄

4月25日， 芦山县宝盛乡学校灾民安置点， 村民们晚饭后在收看新闻。
本报特派记者 刘尚文 摄

雅安��震区直击

4月24日下午， 芦山县城， 志愿者用摩托车运送物资到灾区。
本报特派记者 郭立亮 摄

悲痛中的坚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