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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从八方来
荫四川省慈善总会累计接收捐赠资
金 1300 余 万 元 渊截 至 8 月 10 日
17院00冤
荫中储粮总公司累计捐赠总价值 35
万元救灾物资
荫万达集团捐款 1000 万元

荫新希望集团连夜向灾区送去牛奶尧
帐 篷 袁 以 及 5000 盒 自 热 小 火 锅 尧
3000 件火腿肠及肉制品和其他救灾
物资
荫四川能投组织抗震救灾抢险队袁紧
急调拨 30 万元备用资金尧调集应急
车辆投入抢险应急
荫蓝光首批捐助 200 万元紧急救灾
物资

省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
协助转移 412 名被困游客
九寨沟县地震发生后袁 四川省安全监管
局渊四川煤监局冤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袁调集 6
支专业救援队伍 96 名救援人员连夜赶赴九
寨沟救援遥截至记者发稿袁四川安监救援人员
已协助转移灾区被困游客 412 人遥
樊晗 何玉书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廖振
杰 摄影报道

荫四川交投集团开通救灾应急通道袁旗
下九黄机场紧急疏散并妥善输送滞
留旅客至安全点
荫域上和美集团捐出 30 万元

荫红旗连锁捐款 100 万元袁 并启动
应急机制袁保障市场供应
荫驼峰通航一架 AW119 携航测设备
出发袁飞赴震区进行影像记录和勘查
荫五粮液集团 15 车紧急救援物资
奔赴灾区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魏雯静 杨波 侯云春

救援仍在继续 爱仍在汇聚
转移人员约 7.1 万人 灾险排查加快推进
新华社成都 8 月 10 日电 四川九寨
沟 7 级地震发生后袁各方聚力前行袁地震灾
区道路交通尧转移安置尧灾险排查等工作加
快推进遥
九寨沟灾区道路次序井然袁 车辆畅通
有序遥据四川省公安厅统计袁截至 10 日 13
时袁阿坝州公安交警部门已累计向松潘尧广
元尧平武尧甘肃文县方向转移疏散滞留车辆

13116 辆袁转移游客尧务工人员约 7.1 万人遥
据阿坝州民政部门初步统计袁 截至 10 日
16 时袁转移安置震区当地群众 9000 多人遥
来自四川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袁 九寨
沟全县 范围 内排 查复 核 原 有 隐 患点 227
处袁有变形加剧隐患点 9 处袁发现新增隐患
点 33 处袁巡排查工作正在加快推进遥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成功获取首批九

动人瞬间 >>

寨沟地震灾区震后高分辨率航空和卫星影
像袁 这批影像图已紧急送至国家和四川有
关救灾部门袁用于指挥决策和抢险救灾遥
四川省文物局 10 日通报袁文保员和工
作人员无伤亡报告袁正抓紧核查震区文物受
损情况遥据初步排查袁九寨沟县暂统计出 12
处古建筑及近现代重要建筑不同程度受损遥
松潘县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松潘古

油来了！专列运送首批救灾物资抵蓉

城墙和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多处墙面出现
裂缝遥马尔康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卓克
基官寨墙体及屋面多处出现震裂现象遥若尔
盖县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苟均桥多处出现裂
缝袁其他文物点受损情况正在排查中遥
此外袁位于成都平原的四川博物院尧金
沙遗址博物馆尧 三星堆博物馆等文博机构
安好遥

救援现场 >>

披星戴月 只为灾区群众喝上野放心水冶

省安监局持续开展灾区及周边地区安全检查

四川经济日 报讯 渊记 者 廖振
杰冤九寨沟县地震发生后袁阿坝州环境
保护局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袁 由局长邓
真言佩带领 2 辆应急监测车辆于 9 日
凌晨向地震灾区出发遥 经过十多个小
时的超强度急行军袁 阿坝州应急监测
队伍于 9 日 19 时抵达九寨沟县袁成为
第一支进入灾区的环境应急监测队伍遥
环保应急分队在赶赴灾区途中袁
接到省环保厅厅长于会文电话遥于会文
传达了环保部部长李干杰关于 野8窑8冶
九寨沟县 7.0 级地震抗震救灾环境保
护工作指示袁 要求在灾区重点做好三
项工作院 一是保护好饮用水水源地安
全袁防止污染袁强化监测曰二是监管好
污水处理厂的运行曰 三是监控好垃圾
处理厂的废水渗漏遥
环保应急分队一边加紧赶路袁一
边指导九寨沟县环保中心提前开展应
急监测准备工作遥 到达漳扎镇时天已

四川经济日报讯 渊记者 廖振杰冤
8 月 10 日袁记者从四川省安监局获悉袁
九寨沟县地震发生后袁四川省安全监管
局紧急部署对震中九寨沟县和周边受
影响的阿坝州汶川县尧茂县尧理县袁以及
距震中较近的绵阳尧广元尧德阳等地开
展震后安全隐患大排查袁目前均未发现
因地震形成新的安全隐患遥
据了解袁9 日至 10 日袁 四川省安全
监管局派出的 2 个检查组袁 对距震中较
近的茂县尧汶川县和理县境内全部 14 家
危化品生产企业袁 以及附近加油站进行

经黑了袁应急分队顾不上吃饭休息袁抓
紧对九寨天堂污水处理厂和漳扎镇污
水处理厂进行了环境隐患排查袁 指导
漳扎镇污水处理厂恢复了正常运行遥
到达县城后袁 邓真言佩一行同省
环境监测总站尧 内江市环境监测中心
站派出的应急人员和九寨沟县环林局
工作人员召开了简短的电话会议袁成
立了野8窑8冶九寨沟县 7.0 级地震省尧州尧
县三级环境保护应急工作组遥
会议结束后袁 监测分析组立即对
漳扎镇牙屯水厂水源地等 8 个监测断
面渊点位冤水样进行了分析遥于 8 月 10
日凌晨 3 点 50 分袁形成第一期环境应
急监测专报袁 上报省环境保护厅尧野8窑
8冶九寨沟县地震应急抢险指挥部遥
监测数据表明袁3 个饮用水水源地
和 5 个 地表 水水 质断 面 水 质均 达 到
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曳 芋类水域标
准袁水体质量保持优良遥

震后袁成都铁路局根据中石油集团运输需求袁保障 30 车
渊节冤 约合 1000 多吨柴油从陕西咸阳发往成都投送灾区补给
抢险用油遥昨日中午袁首批抗震救灾抢险物资搭乘野抢冶字头
95001 次专列抵达成都袁将为大型抢险救援机械提供持续尧稳
定的能源供给遥 吴正琪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李洋 摄影报道

电来了！黄龙乡 1900 户居民亮灯

24 小时保畅 交警们在车流中站成野路标冶
四川经济日 报讯 渊柯 林 记者
王晓英 李洋冤 九寨沟地震发生后袁广
元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第一时间吹响了
抗灾保畅野集结号冶袁全警投入赶赴抗
灾交通保障工作第一线遥
广元通往灾区的国道 212尧543 线
青川段袁大量抗震救灾车辆尧救援指挥
车辆尧社会车辆和行人混杂在一起袁极
易发生交通大面积尧长时间堵塞袁导致
交通瘫痪妨碍抗震救灾遥
为了开辟抢险救援和运送救灾物
资车辆野绿色通道冶袁青川交警大队按

照支队紧急部署袁 立即在通往灾区的
道路上实行 24 小时不间断执勤措施,
民尧 辅警也由此充当起道路上的人体
路标遥他们中有的连续 10 多个小时没
有下岗袁 有的从上岗起就没有回过一
次家袁困了就在警车上睡两三个小时袁
然后继续上路指挥交通遥
据统计袁地震发生仅两天袁广元交
警共出动警力 2600 余人次, 警车 370
余辆次袁疏导分流车辆 6740 余辆次袁劝
返社会车辆 3280 余辆次袁发布冶两公布
一提示冶和微信尧短信 8 条 27 万余人次遥

截至 8 月 10 日 18 时袁 地震共计造成四川阿坝电网 1
座 110 千伏袁1 座 35 千伏变电站和部分输电线路停运遥经
过国网四川电力和各方两天的抢修袁目前袁已经恢复了大部
分输电线路的运行遥地震中供电中断的黄龙乡 1900 户居民
全部恢复供电遥图为 110 千伏九寨沟变电站渊甘海子冤抢修
现场遥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杜静 摄影报道

诺日朗通信恢复！老虎海段光缆打通

血源紧张 绵阳市民排队为震区伤员献血
四川经济日报绵阳讯 渊记者 任
毅冤大爱情深尧血脉相连遥昨日袁当绵阳
的广大市民得知绵阳市中心血站部分
型号血液库存严重紧缺的消息后袁热血
澎湃的绵阳市民自发地来到全市各处
献血点献爱心袁以实际行动支援震区遥
在绵阳市中心医院袁 前来献血的
人排起了长队遥 大家在工作人员引导
下袁拿出身份证填表登记尧抽血化验袁
直到坐上献血椅袁 献出一滴滴滚烫的
鲜血遥这一幕幕感人的瞬间袁表达了市
民对震区人民的无限深情和牵挂遥绵

阳 市中 心医 院副主 任护 师 王晓 燕 介
绍院野昨天我们收治了 43 名来自震区
的伤员袁 今天陆陆续续还会有伤员送
过来袁目前血库比较紧张遥不过今天看
到这么多市民都来献血袁真是太感人了浴冶
野绵阳是昔日耶5窑12爷特大地震的
重灾区袁当初 受灾 时袁很是 感谢 全国
同胞对我们的无私帮助遥今天九寨沟
受灾了袁 我们不能赶到地震前线袁但
来到这里参加义务献血袁以尽一份我
们的心意遥冶前来献血的张姓市民如此
告诉记者遥

了现场安全检查袁 尚未发现地震对企业
设备设施造成破坏袁目前企业生产正常遥
此外袁按照省安全监管局的统一部
署袁绵阳尧广元尧德阳等地的市尧县安监
部门紧急行动袁立即组织开展震后隐患
排查遥截至目前袁三市共检查企业 339
家遥其中袁绵阳重点检查了沿江沿河化
工企业 29 家袁 非煤矿山企业 23 家曰广
元检查了煤矿尧非煤矿山尧危险化学品
及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 渊领域冤 企业
238 家曰德阳组织 13 个检查组袁重点检
查矿山尧危险化学品企业 49 家遥

省交通运输厅已疏散滞留灾区游客 13000 余人
四川经 济日报 讯 渊记者 魏 冰
倩冤8 月 10 日袁记者从四川省交通运输
厅获悉袁截至 10 日上午 11 点袁绵阳至
九寨沟县城畅通袁沿线没有垮方袁实施
交通管制袁只出不进袁车流量不大遥国
道 213 线茂县境内 K769+700渊石大关
旧关楼冤处山体高位垮塌已抢通便道袁
正开展抢险排危工作遥
九黄机场到弓杠岭畅通遥目前袁关
门子处塌方量较大且为巨石袁 九倒拐
处塌方量大袁 神仙池沟口处上方飞石

不断遥已安排 4 台挖机袁13 台装载机重
点对这三处进行保通遥 神仙池沟口和
九倒拐处需要进行钢棚洞等安全防护
工程处理后才能正常通行袁 时间暂时
无法确定遥
据悉袁 在疏散九寨沟灾区旅客情
况方面袁全省准备应急运力 530 辆尧应
急调用 440 辆尧开行 800 余辆次袁采用
接驳的方式疏散出滞留在九寨沟灾区
的渊主要为散客冤13000 余人袁其中转移
出阿坝州 9200 余人遥

四川省人民医院收治地震伤员 24 人
四川经济日报讯 渊记者 魏雯静
冤记者获悉袁截至 8 月 10 日下午 17:00袁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尧 四川省人民医院
共收治地震伤员 24 人袁其中飞机转运
6 人袁救护车转运 4 人袁其余 14 人为自
行就诊遥
其中袁一名 8 岁患儿于 10 日下午

实施了第一次高压氧治疗袁效果明显遥
省医院心理干预团队及时进入病房袁
为患者 们开 展了 心理 支持 和 干预 工
作遥骨科快速康复团队也立即跟进袁治
疗师到床旁指导患者术前康复遥
截至记者发稿袁 松潘等地伤员正
在转运途中遥

四川经济日报讯 渊记者 张宇冤8
月 8 日 21:19 九寨沟县发生 7.0 级地
震后袁平武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袁迅速
启动救灾应急预案袁 及时进行动员部
署袁强化联系沟通协调袁全力支援九寨
沟县抗震救灾遥
按照绵阳市委市政府统一安排袁
灾情发生后袁 平武迅速组织动员九环
沿线乡镇乡村干部尧 党员在危险地段
进行值守袁确保疏散车辆和人员安全曰

县公安 局立 即启 动临 时交 通 管制 措
施袁组织 226 名干警尧40 台警车上路执
勤袁除救援尧抢险尧指挥车辆外袁其余车
辆只出不进遥截至 8 月 10 日 16:00袁平
武县客运站共转运九寨沟游客 6166
人袁219 车次袁 其中转运至绵阳的游客
31 班 894 人袁转运至成都游客 188 班袁
5272 人遥昨晚央视叶焦点访谈曳对平武
在这场猝然而至的灾难中的精心组织
予以点赞遥

绵阳平武院有序转运九寨沟游客 6166 人

8 月 10 日上午 11 点袁 中国电信抢险小分队打通了老
虎海段光缆袁这也是通信抢险中最困难的一段遥至此袁中国
电信率先打通树正至诺日朗通信袁诺日朗 2G尧3G尧4G 通信
全面恢复遥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鲍安华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