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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波 李珩）
6月17日晚，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发生
6.0级地震。6月18日，重庆日报记者
从市应急局获悉，截至当日18时，市
应急局暂未收到我市区县应急局上报
灾情。

据了解，地震发生后市应急局立即
启动响应。市应急局主要负责人率相
关处室人员立即开展统筹调度、核实情
况，并在第一时间向四川省应急厅了解
相关情况。市级应急救援专业队伍能投

集团所属永荣、南桐、松藻等市级矿山救
护队和安能集团重庆公司，及消防救援
队伍按照指令要求做好救援及增援四川
准备。

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委获悉，国家
（重庆）紧急医学救援队已做好驰援
准备。重医附一院、市人民医院、市中
医院和市职防院等市级医疗机构也主
动请缨，请求前往灾区开展紧急医学救
援。目前，国家（重庆）紧急医学救援队
处于待命状态。

我市有关方面随时准备驰援长宁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重庆日
报记者6月18日从市水利局获悉，6
月 17 日晚，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发生
6.0级地震，我市震感强烈。为确保我
市水利工程震后安全运行，市水利局
要求各区县水行政主管部开展地震震
后水利工程紧急排查，最大限度减轻
灾害损失。

据了解，市水利局要求各区县水行
政主管部全力做好震后排险、查险和除
险工作，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一是

要迅速派出工作组赶赴辖区内水利工
程现场，逐一排查水利工程受地震影响
程度，迅速查险，对险情、险段要采取应
急措施除险加固，消除隐患；二是要重
点对病险水库、水电站、防洪堤坝、水利
在建工程等水利基础设施加强巡测巡
防，完善水利防震应急预案；三是如有
险情发生，要把可能受到威胁区域的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专群结合，
群测群防、上下联动，安全转移优先，确
保人员安全。

我市开展地震震后水利工程紧急排查

本报讯 （记者 崔曜）6月18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
有限公司了解到，受四川长宁地震影
响，途经成渝高铁、渝贵铁路、成贵铁路、
沪蓉铁路、沪昆高铁的部分车次出现不
同程度的晚点或停运。其中，成渝线有8
趟列车停运，渝贵线有34趟列车停运。

截至昨日下午5点发稿时，记者从
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12306网看到，
6月18日重庆至成都仍有8趟列车、成
都至重庆有 6趟列车还处于停运状
态。查询19日车次时，记者发现部分
列车已恢复运行，但仍有4趟重庆驶往
成都的列车和4趟成都驶往重庆的列
车停运。

据了解，重庆火车站已启动应急
预案，确保运输安全。重庆火车站通
过LED显示屏、广播等途径，做好列车
晚点、停运信息的传播。同时，车站增
开退票窗口25个，并在售票厅、候车厅
增设人员，引导旅客有序退票；安排客
运人员在候车室为旅客提供开水、手机
充电、发放面包、矿泉水等服务。

重庆火车站提醒：已购买受影响列
车车票的旅客，可在30天内到任意车
站办理全额退票手续，通过互联网购票
且未取纸质车票的旅客，可直接在网上
办理退票。有出行安排的旅客请随时
关注车站公告或致电铁路客服12306，
掌握最新列车运行信息。

受地震影响，成渝高铁渝贵铁路多趟列车停运
重庆火车站启动应急预案，增开25个退票窗口

北京时间17日22时55分，四川
宜宾市长宁县发生6.0级地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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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作出重
要指示，要求全力组织抗震救灾，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救出被埋、被困群众20人

地震发生第一时间，很多群众开始
相互救助。17日晚，家住长宁县梅硐
镇的曾祖平刚要睡觉，突然感觉剧烈的
摇晃：地震了！他和妻子往楼下跑，突
听传来“砰”的一声巨响，对面宏苑宾馆
的前台倒塌了。

曾祖平想，宾馆老板娘晚上都会睡
在前台，她一定被埋了。于是，他叫了
四五个邻居，在废墟上捡砖头、抬板子，
呼喊老板娘的名字。不久，他们听到老
板娘大喊“救命啊”。众人加紧徒手挖
掘，不少人的手都磨出了血。半个多小
时后，终于把老板娘救了出来。

老板娘被抬上救护车时说了一句
“我的娃娃还在”，曾祖平于是又穿过倒
塌的建筑物直奔酒店里屋，连踹几脚把
门踢开，发现11岁的女孩正在哭泣，他
急忙把女孩抱出来。

凌晨赶来的消防员们也迅速投入

救援。
18日早上7时，长宁县消防大队

接到报警，双河镇西门坝金鱼村房屋倒
塌。长宁县宋家坝中队、特勤中队立即
赶往现场，了解到一家三口被困在废
墟，女儿被父母保护在身下。由于埋压
太深，指战员使用气垫和破拆工具救
援，经过一番努力，救出了一家人。

记者18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截至
18日16时，消防指战员共救出被埋、被
困群众20人，疏散群众730余人。

截至6月18日16时00分，地震共
造成13人死亡、199人受伤、14万余人
受灾，部分水电、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
受损。

记者了解到，长宁县发生地震后，
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已经从成都和
泸州调派3支共50余人的应急医疗
队，连夜赶到灾区开展救援工作。四川
大学华西医院宜宾医院也立即启动了
应急预案，首批10名应急救援队员已
经到达长宁震区。

目前，长宁县人民医院和长宁县中
医院已经收治53名伤者，其中危重病
人2名，重伤6名。重症伤者以坠物砸
落导致的骨折等伤情为主。此外，长宁
县、珙县医疗机构已累计接诊100余名
伤员，伤员得到妥善救治。

各方紧急驰援，有序安置群众

18日下午，震中长宁县双河镇仍
然余震不断、潮湿闷热，马路上遍布碎
石和玻璃。

记者来到镇上的一个安置点，这里
已有几十个搭建好的救灾帐篷，每个帐
篷内有5张简易床，两个干粉灭火器。
安置点为老百姓免费提供水、方便面、
面包等，还有国家电网四川电力的工作
人员在提供充电服务。

在双河镇中学临时安置点，来自内
江市的数十名消防官兵正在紧急集
结。队长嘱咐说，今天的任务就是有条
不紊地帮群众搭好帐篷，安抚好他们的
情绪。

一夜未眠的人们都在帐篷里休
息。30岁的罗练告诉记者，昨晚突然
听到地下传来轰隆隆的声音，房子里家
具、灯具都在叮叮当当地响，两个娃娃
吓得直哭，她穿着睡衣摸黑带着孩子们
跑下了楼，“天亮了才看见家里每道墙
上都有拇指宽的裂缝，天花板也漏了。”

罗练说，安置点工作人员对妇女儿童
优先照顾，“很感谢他们，现在吃的喝的都
不成问题，就是害怕余震还不敢回家。”

据悉，四川省市两级抗震救灾指挥
部迅速调集3000余人陆续到达灾区，
开展人员搜救和生命救援。宜宾市目
前正在开展拉网式人员搜救排查，全力
救治受伤人员，确保医治到位；安置受
灾群众，加强救灾物资调配，确保转移
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饮用水、有安全
住所、有基本医疗。

目前，中央救灾物资成都储备库已
向灾区调拨帐篷 5000 顶、折叠床
10000张、棉被20000床。

相关部门正在保障道路交通通
畅。市级派出3个道路工程抢险工作
组分赴长宁县、珙县、兴文县等地震灾
区开展道路灾情调查及应急抢通工作，
对通往灾区的客运班车全部停运。截
至6月18日下午，全面抢通长宁、珙县
通往震中的主通道7条，保障各类救援
力量顺利通行。

严防地震和降雨双重影
响造成次生灾害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此次地震震
源深度16千米，震源机制解结果显示

为走滑型地震。本次地震序列相对活
跃，截至6月18日8时30分，共记录到
3级以上余震17次。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主任王海涛研
究员说，据粗略统计，我国大陆平均每
年发生24次5级以上地震，4次6级以
上地震，1次7级以上地震。四川长宁
位于历史上地震活动相对活跃的地区，
长时间以来未发生比较大的地震，这次
地震也是地震能量长期积累的结果，属
于一次中强地震活动。

中国地震局派出80人赶赴震区开
展震情监视、烈度调查、损失评估等工
作。“根据原震区的构造环境、历史地震
活动及序列跟踪分析，我们认为原震区
近期发生更大地震的可能性较小，但不
排除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中国地震
台网中心地震预报部主任蒋海昆研究
员说。

“市内高层就近避险，市内低层疏
散至空旷地带……”“6、5、4、3、2、1，警
报响起……”地震发生后，多位成都市
民拍摄了地震预警的视频并发到网
上。专家表示，地震预警不是预报，而
是基于物联网技术，利用电波比地震波
快的原理，提前几秒到几十秒实现全自
动警报。

据悉，震区经历了较强降雨，相关
部门正在加强地质安全隐患监测，对河
坝、山塘、水库等进行拉网排查，严防地
震和降雨双重影响造成的次生灾害。

目前，宜宾市县两级派出卫生防疫和
卫生监督人员，对双河镇、巡场镇、珙泉镇
等进行水质卫生监测，向安置点发放消毒
药品和灭蚊药品，设置水质卫生监测点，
对地震灾区实施了全面消毒防疫。

（采写记者：叶含勇、叶昊鸣、魏玉
坤、杨迪、童方、张海磊、李倩薇、陈地）

（新华社宜宾6月18日电）

图①：6月18日凌晨，救援人员在长宁县双河镇进行搜救。
图②：6月18日，武警四川总队医疗队队员在长宁县双河镇双河中学安置点走访巡诊。
图③：6月18日，在长宁县双河镇双河中学安置点，武警四川总队医疗队队员为受伤群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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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凌晨1点，重庆市地震局，工作人员正在对地震进行监测分析。四川
宜宾市长宁县于17日晚22点55分发生地震后，重庆市地震局工作人员迅速到位，
对地震进行细致分析与监测。 首席记者 谢智强 摄

市地震局：监测分析长宁地震

民主党派要做中国共产党的好
参谋、好帮手、好同事。中央统战部
部长尤权来渝调研时指出，“民主党
派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
好同事，就是积极主动抓好自身建
设，真正建设成为合格的参政党”。
基层组织是民主党派的工作基础和
支撑，是广大成员接受政治思想教育
的重要平台。抓好民主党派基层组
织建设，是民主党派合格参政党建设
的重要内容。

大渡口区在做好基层组织规范
化建设的过程中，坚持“6个1”（有阵
地、标牌、展板、制度、台账、档案）标
准，提出民主党派支部“挂街镇、落社
区”思路，让民主党派在服务社区工
作中找准发力点、在参政党职能上找
到落脚点、在自身建设上找到切入
点，从整体上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合格参政党建设。

落实阵地，我们有温馨的家

“我认为，我们支部下半年的工作
重点要放在自身建设上，努力提高组
织生活的参与率上……。”农工党四支
部在阳光社区开展组织生活，学习重
要文件精神，讨论下半年工作安排。

大渡口区委统战部负责人介绍，
“经各民主党派协商，大渡口区出台
《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规范化建设会议

纪要》，提出了党派支部规范化建设
“6个1”标准，确立了“挂街镇、落社
区”的基本思路，区内34个民主党派
支部分别与8个镇街对口联系，在21
个社区、3所学校“安家落户”，既解决
了民主党派支部“居无定所”、缺少活
动场地等问题，又为党派支部参与基
层社会治理、全力服务社区群众搭建
了工作平台。”

“民主党派的基层支部有不同的
特点，支部的成员来自不同单位、从
事不同岗位。长期以来，我们没有自
己的办公用房，有时开展组织生活得
去协调地点，这也导致成员对支部的
归属感不强，组织生活参会率不高。
自从支部开展规范化建设以来，区委
统战部协调各街镇在我们成员较为
集中的社区安排了办公用房，配置了
电脑、档案柜等设施。我们挂出了支
部牌子，亮出了党派身份，终于有了
自己的家，成员参加组织生活的积极
性也提高不少。”农工党四支部主委
王峄自豪地说。

扎根社区，参与基层治理

在大渡口区半岛逸景公租房小
区常嘉社区，一场“生活与法律”的专
题讲座吸引了众多居民的注意。

所有权转移、借条与欠条、宠物
伤人、高空抛物等行为的法律责任是

什么？围绕居民关心的常见法律问
题，民建大渡口综合三支部主委、京
师（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马林达通
过以案说法的形式，生动形象地为小
区居民讲解法律知识。

不仅是开设讲座，民建大渡口综
合三支部扎根社区开展社会服务，在
常嘉社区设立了法律服务站，将长期
为公租房小区提供日常咨询法律服
务、困难群众法律援助服务，每一季
度针对社区居民关心的问题将举办
一次专项法律讲座。

与此同时，综合三支部还设立了
就业服务站，不定期地通过社区设立
的专门发布平台、社区楼栋联络员微
信群发布24家民营企业用工招聘信
息，帮助社区居民了解社会就业要
求、解决就业难题，赢得良好反响。

在新山村街道沪汉社区，民建大
渡口区综合二支部将“民建课堂”融
入到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中，受到
社区居民的热烈欢迎。

居民参保提交哪些资料？享受
哪些社保政策？企业社会保险降费
减负的最新政策是什么？“算一算、比
一比”企业得到的实在好处……民建
综合二支部多次组织社保专家在“民
建课堂”上为社区群众答疑解惑。

“课程讲的深入浅出，好记好理
解。”微托帮众创空间的青年创客王先
生笑道，“这是把社保惠企便民政策直

接送到我们手中，让我获益匪浅。”
服务社会、关注公益、真情奉献，

既是民主党派的优良传统，也是民主
党派一贯遵守的基本社会公德。

同心牵手，团结群众服务社会

绨缃歌美誉，丝竹咏芳尘。刚走
进大渡口区文化馆，馆内的优美的歌
声和丝竹声便传入耳中。伴着不绝
于耳的乐声走上二楼，练歌厅的旁边
就是民盟大渡口区的“盟员之家”。

“家”里陈设温馨满满，除了柔软
的沙发和桌椅，书架上摆满了有关盟
史、盟务和国家时事的书籍，折射出
这里不但是一个“温馨之家”，还是一
个“学习之家”。

在如此浸润心田的文化氛围里，
民盟大渡口区文化支部的盟员正在
召开座谈会。

“融城社区的四点半课堂最近进
展顺利。”

“节目排练进行的如何了？”
“这个月有以下安排……”
像这样的座谈会，每月可见。正

是靠着文化支部定期举办的各类交
流、学习、座谈活动，民盟大渡口区

“盟员之家”的品牌越擦越亮。
在这个“家”里，讨论商议出了如

“三下乡”、“相聚中秋 趣味游园”、
“饮水思源故事会”等一系列广获好

评的社会服务活动，“盟员之家”其
“活力源、宣传窗、桥头堡”的作用得
到真正体现。

作为民盟大渡口区委最年轻的
基层支部，文化支部盟员均从事文化
事业或产业，活跃于各艺术领域。自
成立以来，文化支部就以文艺见长，
坚持开展以文化为主的社会服务。

在民盟区委和中共区文化馆党
支部的领导下，在区委统战部的关心
帮助下，民盟文化支部依托区文化馆
资源，与融城社区对接牵手，努力在
社区服务与自身特色中找准结合点，
坚持协同参与社区自治，扎实做好宣
传政策、服务群众等各项社会服务工
作，逐步形成“民盟同心牵手”社区服
务品牌。

党建引领，与单位共发展

毗邻重庆市第37中学校的，是一
块2.3亩的废旧厂房，这里原是火红
一时的衬布厂。如今，多年不使用的
厂房不仅破旧，还被租用为娱乐场
所，嘈杂的麻将声和喧嚣声严重影响
了37中的日常教学。

“有时这边上课，那边就在哗啦
啦地响，真是影响我们学校一个老大
难题。”37中相关负责人说，学校老师
们伤透脑筋，始终没法解决。

去年底，学校民盟、民进、农工三

个民主党派的支部成员联合起来，前
往废旧厂房拍照、收集资料，在今年1
月大渡口区政协会上联合提案，建议
将废旧厂房征地拆迁后划拨给学校
作为教学用地。该提案得到了大渡
口区政府的高度重视，目前，相关部
门正在着力推进解决。

“学校的发展与我们息息相关。
我们以中共为师，积极反馈社情民
意、参政议政，通过双面互动、互相学
习，学校才发展得越来越好。”农工党
大渡口区综合三支部党员尚军说。

学校党委专门制定了《重庆37中
支持民主党派参与学校发展的暂行
办法》，鼓励统战人士为学校发展出
谋划策。每到传统佳节或重大会议，
学校党委都邀请民主党派教师参加
座谈会，共商学校发展事宜。截至目
前，民主党派教师为学校发展提出建
议30余条，均得到学校回复处理。

据悉，37中现有民主党派人士
57人，为支持民主党派组织自身建
设，学校打造了面积100余平米的民
主党派活动阵地，为其开展工作和活
动提供了保障。并且，还将民主党派
成员活动经费纳入每年学校的总预
算中。

统战工作的不断推进，让学校的
改革发展和教师个人成长日益呈现
新气象。

王彩艳 詹米璐

延伸基层 共融共促

大渡口全力做好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规范化建设

四川长宁地震救援直击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
相
关
新
闻
】

截至6月18日16时
00分，四川长宁地震共
造成13人死亡、199人受
伤、14万余人受灾，部分
水电、交通、通信等基础
设施受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