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争分夺秒，灾情就是命令

地震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立
即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抓紧了解核实九
寨沟7.0级地震灾情，迅速组织力量救灾，
全力以赴抢救伤员， 疏散安置好游客和
受灾群众，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目前
正值主汛期，又处旅游旺季，要进一步加
强气象预警和地质监测， 密切防范各类
灾害，切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尽最大努
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实灾情，全
力组织抢险救援， 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
亡，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加强震情监
测，防范次生灾害。

灾情就是命令！
国务院派出由国家减灾委、国务院抗

震救灾指挥部组成的工作组赶赴现场指
导抗震救灾工作。四川省委省政府主要负
责同志赶赴现场组织指挥救援工作。

中央各有关单位紧急行动起来，争分
夺秒地投入各项抗震救灾工作。

———抢通灾区生命通道。
地震发生后，交通运输部紧急启动二

级应急响应，指导地方交通部门抢通简易
便道，多个路段为配合抢险救援实行交通
管制，保证救援力量进得去、被困群众出得
来。

民航局启动应急预案，配合地方政府
组织民航开展各项救援工作，重点做好灾
区旅客应急疏散。

中国气象局加强震区气象灾害监测
预报预警，加密监测会商频次，重点强化局
地性突发性强降水、雷电等可能对救援工
作带来不利影响的气象灾害监测预报。

———投入抢险救援队伍。
以人为本，生命至上。地震发生后，为

抢抓72小时黄金救援期，中央有关部门和
单位纷纷向震区派出抢险突击队，把抢救
生命放在第一位，哪怕只有一线希望，也要
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国家减灾委、 民政部9日凌晨紧急启
动国家Ⅲ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国地震局启
动II级应急响应， 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
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国家卫计委指导地方迅速救援救治，
尽力减少人员伤亡，同时做好国家卫生应
急队伍救援准备，根据需要及时驰援。

武警、公安消防部队快速响应、快速
集结，当地消防队伍第一时间投入救援，增
援力量边行进、边救援。2000多人、几百台
（套）机械设备奋战在救援一线。

人民军队冲锋在前。西部战区联指连
夜派遣战区陆军、战区空军、四川省军区、

西宁联保中心的陆航、工兵、医疗、民兵等
多军兵种展开救援。至9日18时，西部战区
共出动兵力1285人，各类车辆90台、各型
飞机9架。

———保障灾后群众生活。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四川省救

灾应急补助中央预算内投资6000万元，用
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益性设施的恢复建
设。

为保障灾后群众正常生活，中国红十
字会总会从成都备灾救灾中心眉山仓库

向灾区紧急调拨家庭包1000个、 棉被
2000床、帐篷200顶。

商务部指导地方商务主管部门积极
做好食品、饮用水等基础救援物资的管控，
组织部分商贸流通企业补充货源， 增加部
分日常用品供应， 确保区域内几家大型超
市的物资供应和保障。

农业部以死亡动物无害化处理、环
境消毒、 紧急免疫为重点， 强化疫情监
测，加强检疫监管，有序开展灾后动物防
疫工作……

众志成城，向着震区挺进

电力、交通、通信、能源……这些是救
援行动展开和灾区群众正常生活的基
础———

地震造成包括阿坝电网110千伏九寨
沟变电站（甘海子）在内多个变电站、多条
线路停运，黄龙乡1900余户停电。经过紧
急抢修，目前九寨沟县县城及九寨沟景区
十余条10千伏线已恢复供电。同时电力救
援队已抵达110千伏九寨沟变电站（甘海
子）开展抢修。当地正在通过抢修受损变电
站、临时供电等方式，恢复当地供电。

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
铁塔为灾区开启免停机、免费电话、寻亲热
线等服务。 目前， 九寨沟沟口通信基本恢
复， 景区内固话、 宽带和无线网络基本畅
通，现场抗震救灾调度指挥通信畅通。

前往九寨沟沿线的所有中国石化加
油站均开通绿色通道，离九寨沟最近的加
油站均正常运行，库存各类油品260多吨，
成品油和非油品物资充足。

此外，灾害发生2小时内，太平人寿、中
国平安、新华保险等多家保险公司启动地
震应急预案：一方面通过24小时地震理赔
专线和互联网等多渠道受理报案；另一方
面简化理赔申请手续，多数保险公司进行
无保单理赔。

国航、东航、四川航、成都航、海航等航
空企业启动应急保障机制，积极调整运力，
保证救灾人员和物资的运输畅通。

守望相助，彰显“中国力量”

经历了汶川大地震等大型灾害考验
的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应对大灾的快速
有效机制，为此次九寨沟地震救援提供了
强有力保障。

有序有力的抗震救灾，彰显出不断增
长的“中国力量”。

“我们是9日零时45分从绵阳出发的，
110多人一夜未合眼，共做了4件事，了解
灾情、疏通道路、协调交通、清障排险。”绵
阳军分区副司令员徐进渝说。

地震发生当晚，除本地原住居民外，还
有近6万名游客聚集在九寨沟狭长地带。

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委书记
刘作明介绍，地震发生不到24小时，九寨
沟已经转移出县8000余辆旅游车辆，基本
完成了对全部游客和外来务工人员的疏散
转移。有关部门还在争分夺秒全力排查剩
余游客，做到应转尽转。

来自辽宁的38岁游客薄蕊说，发生地
震的时候她正在景区附近的宾馆，一时间
所有人都冲向附近的一个小广场。当时还
在余震， 医务人员把伤员分成了重伤、孩
子、轻伤三类，现场很有秩序，重伤先运走，
然后是孩子。

记者看到，由当地政府、消防、武警、民
兵等组成的“九寨沟地震抗震救灾指挥部”
搭建在游客中心外的广场上，救灾帐篷陆
续搭建完成。一些人在移动公司设立的应
急服务点给手机充电，并打电话给家人报
平安。

记者在县医院看到一名18岁的法国
少年和一名加拿大女子因为在地震中受伤
正在接受治疗。加拿大受伤游客的女伴说：

“我们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多亏了医务人
员的及时救助。”

初步了解，几名在九寨沟地震中受轻
伤的外国公民已被送至当地医院治疗。中
方已将相关情况通报有关国家。

九寨沟县已组织民警、武警、民兵等近千
人走村入户，开展地毯式搜救并排查险情。

夜晚降临， 救援仍在紧张有序地进
行着…… （据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 � � �四川九寨沟7.0级地震究竟属于什么地
震类型？怎么看此次地震后的次生灾害？地
震预警该如何发挥作用？ 新华社记者于震
后第一时间采访了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
预报部主任蒋海昆研究员及有关专家。

1 属于什么地震类型

蒋海昆表示， 从断层活动类型来看，这
次地震是水平推挤，即“走滑型地震”，这也是
中国大陆最常见的地震类型。 他告诉记者：

“无论是逆冲型地震，还是走滑型地震，只要
靠近断层的地方，都会有比较大的破坏。”

专家介绍，此次地震发生的地区是地
震多发区域， 地震震中位于岷江断裂、塔
藏断裂和虎牙断裂附近，发震构造推测为
塔藏断裂南侧分支和虎牙断裂北段。

蒋海昆表示，此次地震与 “‘5·12’汶川
地震”总体都属于巴颜喀拉块体周边的地震
活动。巴颜喀拉块体为昆仑山东延部分，该块
体地震较为活跃，巴颜喀拉块体正面推挤产
生了“‘5·12’汶川地震”，这次地震与该块体南东向推挤有关系。

2 怎么看震后的次生灾害

余震、堰塞湖、山体滑坡等地震次生灾害一直是震后各方关
注的焦点，也是影响抗震救灾工作的重要方面。截至9日零时整，
共记录到地震总数为108次，其中，3.0至3.9级地震3次。

四川省水利厅有关负责人介绍，盆景滩以上、火花海以下并
未形成堰塞湖。经核查，受堵塞河道为火花海下游一条小河，垮
塌体体积并不大。至9日凌晨，河道已经正常过流，河床水位抬高
并不明显，“从上下游的流量看，过流没有受影响。”

此次地震震源深度为20公里，专家表示：震源越浅，造成
的地表山地灾害越严重，但影响范围会小；震源越深，造成地
表山地灾害规模会偏小，但范围更大、点多。崩塌、滚石多发
生于震中20公里范围内，该地区本身就多发滑坡、泥石流等
灾害，地震后灾害很可能更多，所以在抓紧时间救援的同时，
救援人员也要注意自身安全。

3 如何认识余震预警

阿坝州地貌错综复杂， 震区50公里范围内人口密度为9
人/平方公里。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和四川地震局等单位的专
家紧急会商后认为， 在震区近几日仍存在发生6.0级左右余
震的可能，仍应注意防范较强余震的发生。

云南省地震局地震监测中心高级工程师金明培表示，破
坏性地震发生后，地震预警不仅可以帮助公众第一时间逃生
避险，还对重大生命线工程安全至关重要。

金明培说，地震预警是指在破坏性地震发生后，根据地
震纵波比横波传播速度快的特性，利用现代地震快速处理和
发布系统，对可能造成破坏的目标区域发布预测烈度和横波
到达剩余时间等信息，以便第一时间帮助公众逃生避险和重
大生命线工程采取紧急处置和应对措施。

（据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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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大图： 8月9日凌晨， 在四川阿坝州九寨沟县漳扎镇一处旅游设施内， 武警官兵
展开救援。

小图： 8月9日， 在四川九寨沟黄龙机场， 当地出租车司机等人员在机场门口为
滞留旅客和救援人员免费提供饮用水和食品， 并提供免费接送服务。 均为新华社发

为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九寨沟7.0级地震抗震救灾纪实

� � � � 8月8日21时19分， 四川
省阿坝州九寨沟县 （北纬
33.2度，东经103.82度）发
生7.0级地震， 震源深度20
公里。截至发稿时为止，经初
步核查，地震已致19人遇难，
247人受伤，其中40人重伤。

党中央、国务院心系灾区
群众，中央部门、四川省委省
政府迅速行动、科学指挥，当
地群众和游客守望相助，共同
展开了一场紧急救灾行动。

� � � � 综合新华社8月9日电 9日7时27分， 新疆博尔塔拉蒙
古自治州精河县发生6.6级地震， 震源深度11千米。 记者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获悉， 截至9日20时， 地震共
造成精河县32人受伤， 其中2人重伤， 142间房屋倒塌，
1060间房屋受损， 61处院墙和26座畜圈倒塌、 4条牧道受
损， 县城6栋楼房裂缝。 目前受灾群众已得到妥善安置， 相
关救援工作仍在持续中。

新疆精河县发生6.6级地震
造成32人受伤，千余房屋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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