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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记者叶昊鸣 魏
玉坤）记者18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截至18
日16时，四川长宁地震已有13人遇难，199人
受伤。经消防指战员全力搜救，共救出被埋、
被困群众20人，疏散群众731人。

截 至 18 日 16 时 ，地 震 已 造 成 142832
人受灾，73 间房屋倒塌，19 间房屋严重损
坏，12723 间房屋一般损坏，紧急转移安置
8447 人。地震发生后，应急管理部有关负
责人在部指挥大厅持续调度现场情况，部
署抗震救灾工作，并派出救灾工作组赶赴
震区，指导救援救灾和灾情调查评估工
作。

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调集10个支队116
辆消防车 526 人赶赴震区，四川森林消防队
派出17辆车154人携各类装备703件（套）赶
赴震区，震区附近的12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
队派出172人赶赴震区开展人员搜救和救灾
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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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
管理部协调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有关方面
对震区周边风险隐患点作了初步排查，严防
发生次生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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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18 日 12 时已发放帐篷 450 顶、折叠床
900张、棉被3700床。

震区开展拉网式搜救排查

记者从18日上午举行的长宁6.0级地震
首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8日上午地震灾
区将开展拉网式搜救排查，确保即便居住在
偏远山村的受灾群众也能及时得到救助和妥
善安置。

据宜宾市政府秘书长李廷根介绍，此次
地震宜宾市内各区县均有震感，初步了解震
中周边的长宁县双河镇、富兴乡、梅硐镇，珙
县巡场镇、底硐镇、珙泉镇等 10 个乡镇受灾
较重。18日上午，长宁、珙县、兴文、高县将按
照“逐户核实、不漏一户、人人见面”的要求，
开展拉网式人员搜救排查，确保基本核实清
楚灾情和群众伤亡情况。

记者了解到，截至 18 日上午 8 时 30 分，
此次地震共派出2895名救援力量，分赴受灾
较重的乡镇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安置等
各项抗震救灾工作。

同时，宜宾市、县两级快速从本级救灾物
资储备库向有关受灾乡镇调拨各类救灾物
资，已先期调拨 450 顶帐篷、5300 床棉被、

1500张折叠床运往灾区。
18日上午8时许，记

者在位于震中长宁县双
河镇的双河中学运动场
安置点看到，受灾群众正
有秩序地领取早餐，各类
救灾物资正源源不断地
运到这里。

据长宁县政府办主
任万江介绍，长宁县已设
立3个集中安置点，将能
安 置 受 灾 群 众 约 2000
人。

武警部队紧急投
入抢险救援

记者 18 日从武警部
队作战勤务部门了解到，四川长宁发生6.0级地
震以后，武警部队立即启动应急指挥机制，迅速
了解情况、研判灾情，紧急投入抢险救援行动。

灾情发生后，武警四川总队迅速投入近
800 名兵力，携带侦检搜索、破拆、顶撑、绳
索、生命探测仪等专业救援设备，第一时间
奔赴震中展开救援。总队副参谋长李勋章
带总队前指，位于任务一线指挥部队行动。
17 日 23 时 30 分，武警四川总队宜宾支队长
宁中队指导员王立栋带领 10 人应急班，抵

达震中双河镇西街，配合地方救援力量，展
开先期救援。

宜宾、内江、自贡、泸州、乐山等地武警支
队官兵和武警某部交通第二支队官兵、武警
四川总队医院医疗救护力量，相继投入救援
行动。武警四川总队第一机动支队 1000 名
兵力，在营区机动待命，随时做好增援准备。

截至18日8时，武警官兵共计救出被压
埋群众8人，转移安置灾民600余人，搬运物
资 12 吨，搭建帐篷 120 余顶，疏通道路 2 公
里。

新华社重庆6月18日电（记者韩振）记
者从重庆火车站获悉，受四川省宜宾市长宁
县地震及余震影响，途经成渝高铁、渝贵铁路
的多趟旅客列车晚点、停运。截至 18 日 10
时，重庆火车站停运列车 42 趟、晚点 18 趟。
车站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全力以赴确保运输
绝对安全。

重庆火车站及时通过LED显示屏、广播
等途径，做好列车晚点、停运信息的宣传；车
站增开退票窗口 25 个，在售票厅、候车厅增
设人员，做好旅客的解释安抚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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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因列车晚点、停运造成退票的旅客急增，但
车站现场组织措施及时、到位，旅客排队退票
秩序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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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

停运车次包括 18 日昆明开往成都东的
G2884 次 、G2890 次 ，昆 明 开 往 重 庆 西 的
G2868次、G2870次、G2880次、G2882次。受
地震影响和动车接续问题，19日昆明开往成

都东的 G2884 次，昆明开往重庆西的 G2876
次、G2882次列车停运。

记者登录 12306 网站发现，目前上述停
运车次已停止售票。

目前，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已迅速展
开应急处置工作，正全力排查线路、设备情
况，确保旅客列车绝对安全，尽快恢复列车
运行。

铁路部门表示，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将
免费为旅客办理退改签手续，购买了以上停
运车次的旅客，可通过互联网、手机软件，或
到乘车车站进行退票或改签。

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记者魏玉
坤 叶昊鸣）针对17日四川省宜宾市长宁
县发生的6.0级地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
主任王海涛研究员分析认为，本次地震序
列为典型的构造地震活动，与同类地震相
比，余震较丰富，这可能与震区附近分布
有多条规模不大的次级断层触发活动有
关。

据了解，1900年以来，震中50千米范
围内未发生6级以上地震；震中100千米范
围内发生过2次6级以上地震；震中100至
200千米范围内发生过5次6.0至6.9级地
震，均属于1935年至1936年四川马边6级
强震群序列。上述6级以上地震均发生在
川滇块体东边界的马边-大关地震带上。

中国地震局信息显示，此次地震位于
川东南地区，发生于四川盆地边缘的长宁
背斜构造附近规模不大的次级断层上，与
上述6级以上地震处于不同的构造位置，
也与发生在龙门山断裂带上的汶川8.0级
地震和芦山7.0级地震处于不同的构造位
置。自2018年12月以来，该地区5级以上
地震活跃。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2019年6月17
日22时55分在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北纬
28.34度，东经104.90度）发生6.0级地震，
震源深度16千米，震源机制解结果显示为
走滑型地震。截至18日8时30分，共记录
到3级以上余震17次，其中3.0至3.9级地
震12次，4.0至4.9级地震3次，5.0至5.9级
地震2次。

新华社北京 6 月 18 日电（记者王
茜）公安部交通管理局 18 日发布提醒，
为保障通往灾区道路畅通，确保救援
救灾车辆顺利通行，请勿自行驾车前
往灾区救灾。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行经通往灾区的
高速公路时勿占用应急车道，遇到救护车、
救援车以及救灾物资运输车辆要及时避
让；灾区及灾区周边社会车辆要配合交警
疏导指挥，共同维护救援通道安全畅通。

新华社成都6月18日电 四川省宜宾市
长宁县发生6.0级地震后，武警四川总队长宁
中队 11 名官兵，第一时间展开救援，2 小时
内，成功救出5人。

“地震了！”6月17日22时55分，长宁中
队营房开始剧烈摇晃，指导员王立栋立即吹
响紧急避险的哨音。1分钟后，中队30名官
兵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

王立栋一边组织官兵调整勤务部署，确
保执勤目标安全；一边启动地震救援预案，为
随时出动做准备。23时04分，他率10名官兵
向震中双河镇挺进。

一路上遇到多处塌方和滚石，官兵们迅
速排除阻碍，于23时30分成功到达双河镇，
成为最先抵达震中的第一支救援力量。

“西街有人员被埋！”根据当地人员提供
的信息，11名官兵立即赶赴西街展开救援。

是时，天上下着小雨，满地都是滚落的石
块，车辆无法通行，官兵们携带救援器材，借
着手电筒的微光，来到救援现场。

“有人吗？我们是武警！”战士姚中元的
喊话，很快得到回应。在确定被困人员方位
后，官兵们迅速对悬着的房梁进行加固，用铁
锹清理救援现场。

离官兵最近的被困者，是60多岁的周月
琴，她躲在墙角的桌子下，人未受伤。但就在
官兵距她一步之遥时，余震袭来，官兵只能暂
缓救援。战士王永博则不断通过对话，来安
抚她的情绪。

余震过后，官兵们迅速把残墙打开一个

洞，副班长商润爬了进去。23时56分，周月
琴被成功救出。没过多久，又有两人成功获
救。

“老街 1 名群众被困……”这时，又有新
情况传来，王立栋随即将人员划分为3个小
组，班长党宇森带3名战士前往老街，自己则
指挥剩余人员继续救援。

官兵看到30岁的陈采同时，他的头上正
在流血，大家赶紧加快了开挖的速度。18日
0时45分，陈采同被成功救出。而在老街，党
宇森带领队员也成功救出了一名 60 多岁的
老人。

目前，武警四川总队已投入近 800 名官
兵在灾区展开救援。这 11 名勇士顾不上休
息，继续投入到救援工作中。

四川长宁地震已有13人遇难

66月月1818日凌晨日凌晨，，救援人员在长宁县双河镇进行搜救救援人员在长宁县双河镇进行搜救。。新华社发新华社发（（庄歌尔摄庄歌尔摄））

6月18日清晨，在长宁县双河中学，救
灾物资陆续送达。新华社发（庄歌尔摄）

武警长宁中队官兵第一时间抗震救灾

重庆火车站60趟列车停运晚点

专家分析四川长宁地震

公安部提公安部提醒醒：：

请勿自驾前往地震灾区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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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听到传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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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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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救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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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时间奋力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