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習主席感謝國際社會習主席感謝國際社會

癸巳年三月十四日

2013年4月

23星
期
二

大致多雲

第39372號 今日出紙五叠十四張半 零售每份七元

責任編輯 彭智明
美術編輯 馮自培

19℃-24℃

【【本報訊本報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2222日晚應約同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電話日晚應約同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電話
，，對普京總統深切慰問表示誠摯謝意對普京總統深切慰問表示誠摯謝意
。。當日當日，，習近平在接受九國新任駐華習近平在接受九國新任駐華
大使國書時感謝國際社會對中國抗震大使國書時感謝國際社會對中國抗震
救災的慰問支持救災的慰問支持。。

據中新社報道據中新社報道，，普京在電話中代普京在電話中代
表俄羅斯政府和人民表俄羅斯政府和人民，，再次對中國四再次對中國四
川蘆山發生強烈地震致以深切慰問川蘆山發生強烈地震致以深切慰問。。
他表示他表示，，無論遇到什麼困難無論遇到什麼困難，，俄羅斯俄羅斯
人民都是中國人民的可靠朋友人民都是中國人民的可靠朋友。。習近習近
平代表中國政府和人民向普京表示誠平代表中國政府和人民向普京表示誠
摯謝意摯謝意。。

習近平指出習近平指出，，患難見真情患難見真情。。每當每當
中俄兩國發生重大自然災害時中俄兩國發生重大自然災害時，，雙方雙方

都第一時間給予相互支持都第一時間給予相互支持。。這充分體這充分體
現了中俄高水平的關係和兩國人民的現了中俄高水平的關係和兩國人民的
友好情誼友好情誼。。中方願同俄方就抗震救災中方願同俄方就抗震救災
及災後重建保持密切溝通及災後重建保持密切溝通。。

在介紹了地震災情後在介紹了地震災情後，，習近平強習近平強
調調，，我們正在全面有序展開抗震救災我們正在全面有序展開抗震救災
工作工作。。中國人民同心同德中國人民同心同德、、協力奮戰協力奮戰
，，一定能夠戰勝災害一定能夠戰勝災害、、重建家園重建家園，，讓讓
災區人民過上美好生活災區人民過上美好生活。。

當日當日，，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
接受巴基斯坦新任駐華大使哈立德接受巴基斯坦新任駐華大使哈立德、、
馬拉維新任駐華大使馬卡瓦馬拉維新任駐華大使馬卡瓦、、黎巴嫩黎巴嫩
新任駐華大使阿布德新任駐華大使阿布德、、蘇丹新任駐華蘇丹新任駐華
大使奧馬爾大使奧馬爾、、贊比亞新任駐華大使豐贊比亞新任駐華大使豐
達豐達達豐達、、利比亞新任駐華大使布沙里利比亞新任駐華大使布沙里

、、菲律賓新任駐華大使巴西里奧菲律賓新任駐華大使巴西里奧、、西西
班牙新任駐華大使瓦倫西亞班牙新任駐華大使瓦倫西亞、、葡萄牙葡萄牙
新任駐華大使佩雷拉等九國大使遞交新任駐華大使佩雷拉等九國大使遞交
的國書的國書。。外國使節們轉達各國就四川外國使節們轉達各國就四川
蘆山地震對中方的慰問蘆山地震對中方的慰問，，相信中國政府相信中國政府
和人民一定能取得抗震救災的勝利和人民一定能取得抗震救災的勝利。。

習近平表示習近平表示，，44月月2020日日，，四川省蘆四川省蘆
山縣發生強烈地震山縣發生強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員傷造成重大人員傷
亡和財產損失亡和財產損失。。國際社會以各種方式國際社會以各種方式
向中國政府和人民表達了同情向中國政府和人民表達了同情、、慰問慰問
和支持和支持，，充分體現了對中國人民的友充分體現了對中國人民的友
好情誼好情誼，，鼓舞了中國人民抗震救災的鼓舞了中國人民抗震救災的
意志和決心意志和決心。。我謹代表中國政府和人我謹代表中國政府和人
民民，，向各國政府和人民及國際組織表向各國政府和人民及國際組織表
示衷心感謝示衷心感謝。。

▲▲習近平感謝國際社會對中習近平感謝國際社會對中
國地震災情的關心國地震災情的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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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22日
下午3點59分，四架分別裝載食品等
物資的軍用直升機從成空駐邛某軍用
機場起飛前往蘆山縣的太平鎮和寶興
縣實施空投，這也是黃金救援72小時
內首次實施的物品空投任務。

截至目前，已有三架直升機起飛
抵達現場，空投的物品以食品為主，
有五六噸重。據了解，太平鎮玉溪村
三合頭組和旁邊的山上接近300人被
困，因為房屋倒塌嚴重，積極自救的
村民現在嚴重缺乏水、食物，沒有一
頂帳篷，還有不少嬰兒沒有奶粉喝。
當地手機信號很弱，所以與外界聯繫
困難。此次空投，也是黃金救援72小
時內首次實施的物品空投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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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仍在生命搜救黃金72小時之內，抗
震救災部隊仍將生命搜救放在第一位。」成都
軍區抗震救災前進指揮所指揮長、軍區參謀長
周小周22日說，抗震救災部隊已明確下步行動
三大重點：生命搜救、搶運物資、衛生防疫。
周小周表示，全軍和武警部隊投入蘆山抗震救
災總兵力已達1.9萬人。截至22日12時，共救治
傷員2875人，幫助轉移安置群眾2.4萬人，運送
物資1355噸。目前部隊正進入地震災區的所有
村寨。凡是部隊進入的地區都實施地毯式搜查
，確保不漏一家一戶，不留任何死角。

據四川省民政廳截止22日14時統計，蘆山
地震已致188人遇難，25人失蹤，11950人受傷
。失蹤報告全部來自雅安市，其中寶興縣20人
、蘆山縣3人、天全縣2人。

降雨將至恐增次生災害
中央氣象台22日報警，四川雅安地震災區

未來三日降水較多，引發崩塌、滑坡，甚至泥
石流等次生災害的風險加大。

中央氣象台首席預報員馬學款22日接受中
新社記者採訪時表示，目前受地震影響，山體
出現鬆動，即使小雨也有可能造成局部的滑坡
現象，而三日連續性的降水對災區造成的影響
會更大。中國氣象局公共氣象服務中心水文地
質氣象室副主任趙魯強認為，越靠近震中的地
區，發生次生災害的可能性越大。雅安本身處
於地質災害高發區，目前持續的餘震以及未來
逐漸增加的降水，使其出現崩塌、滑坡的風險
不斷加大，山區還有可能出現泥石流。

李克強囑防災抓緊救人
對於公眾關心的此次地震會否形成堰塞湖

，趙魯強表示，根據目前掌握的資料，已確認
出現一處堰塞，能不能形成堰塞湖並不確定。
「一旦形成堰塞湖，未來的降雨會加大出現洪

水的可能。」
一直牽掛災區抗震救災進展的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22日下午特

意來到國務院應急指揮廳，與一線通話，強調
抗震救災要及時高效科學有序，既要抓緊救人
，又要嚴防次生災害。

在與四川省委書記、省抗震救災指揮部指
揮長王東明通話中，李克強詳細詢問搜救和重
傷人員收治情況，了解救災物資供應和基礎設
施恢復進展。他說，當前，要把已部署的工作
落實好，尤其是救人救治，盡最大努力降低死
亡率和傷殘率。近幾天，據氣象預報，災區將
連續有雨，而且目前還餘震不斷，你們要高度
重視防止次生災害的發生和造成新的人員傷亡
，這是當前的緊迫任務。李克強還提醒說，災
區雨後還可能升溫，這樣容易發生疫情，要強
化衛生防疫工作，及早準備好相關物資和藥品
，確保大災後無大疫。他要求繼續做好災區基
礎設施搶通保通工作，使物資供應不短缺，人
心更安定。

李克強隨後又與正在救災一線的國家救援
隊隊員通話，他對廣大救災人員表示敬意和感
謝，希望他們連續奮戰，發揮好專業力量的獨
特作用，全力救人，同時注意自身安全。

汪洋促排查不漏一村一人
在李克強總理離川回京後繼續留在當地指

揮救災的國務院副總理汪洋連日來先後巡視了
受災較為嚴重的蘆山縣老城區和蘆陽鎮駝家營
村、城南社區安置點，仔細查看和詢問群眾生
活情況。

他還乘直升機專程前往尚未通路、通信的
蘆山縣太平鎮，實地了解災情，並前往蘆山至
寶興段公路，察看道路搶通情況，現場協調交
通管理裝備。

汪洋對受災群眾自救互救給予充分肯定，
他強調，要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李
克強總理對抗震救災工作的重要指示，各方
面救援力量要在72小時黃金救援期內，逐村
逐戶排查救助被困人員，確保不漏一村一人
，同時千方百計救治傷員，最大程度減少人
員傷亡。

雅安地震發生後的72小時 「黃金救援」 時間即將結束，震區第一線的專業
救援隊竭盡全力，希望在瓦礫堆中拯救出更多的寶貴生命。據悉，中央氣象台
22日消息，雅安災區未來三日降水較多，引發崩塌、滑坡，甚至泥石流等次生
災害的風險加大。剛剛從震區前線返回北京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22日與地震災
區一線通話指示，要及時、高效、科學、有序，抓緊救人，嚴防次生災害。

【本報二十二日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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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成都軍區空軍出動直升
機飛赴雅安寶盛鄉進行大規模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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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起飛前往蘆山縣的太平鎮和寶興
縣實施空投，這也是黃金救援7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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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已有三架直升機起飛
抵達現場，空投的物品以食品為主，
有五六噸重。據了解，太平鎮玉溪村
三合頭組和旁邊的山上接近300人被
困，因為房屋倒塌嚴重，積極自救的
村民現在嚴重缺乏水、食物，沒有一
頂帳篷，還有不少嬰兒沒有奶粉喝。
當地手機信號很弱，所以與外界聯繫
困難。此次空投，也是黃金救援72小
時內首次實施的物品空投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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