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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寨沟地震救灾工作继续进行
转移人员约 7.1 万人
新华社成都 8 月 10 日电 四川九
寨沟 7 级地震发生后，各方聚力前行，地
震灾区道路交通、转移安置、灾险排查等
工作加快推进。
九寨沟灾区道路次序井然，车辆畅
通有序。据四川省公安厅统计，截至 10
日 13 时，阿坝州公安交警部门已累计向
松潘、广元、平武、甘肃文县方向转移疏
散滞留车辆 13116 辆，转移游客、务工人

员约 7.1 万人。据阿坝州民政部门初步
统计，截至 10 日 16 时，转移安置震区当
地群众 9000 多人。
来自四川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九
寨沟全县范围内排查复核原有隐患点
227 处，有变形加剧隐患点 9 处，发现新
增隐患点 33 处，巡排查工作正在加快推
进。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成功获取首批

朝鲜军方称

近期完成关岛打击方案

九寨沟地震灾区震后高分辨率航空和卫
星影像，这批影像图已紧急送至国家和
四川有关救灾部门，用于指挥决策和抢
险救灾。
四川省文物局 10 日通报，文保员和
工作人员无伤亡报告，正抓紧核查震区
文物受损情况。据初步排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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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潘县的国家级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松潘古城墙和红军长征纪
念碑碑园多处墙面出现裂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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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尔盖县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苟均桥多处出现裂缝，
其他文物点受损情况正在排查中。
此外，位于成都平原的四川博物院、
金沙遗址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文博
机构安好。

新华社平壤 8 月 10 日电 朝鲜军方 10 日说，将于 8
月中旬完成关岛包围打击方案并上报朝鲜核武力总司令
金正恩，方案内容包括同时发射 4 枚中远程弹道导弹打
击关岛周边 30 至 40 公里水域。
朝中社援引朝鲜人民军战略军司令金洛谦大将的话
报道说，朝鲜人民军战略军正慎重考虑通过同时发射 4
枚“火星－12”型中远程战略弹道导弹对关岛进行包围
打击的方案，朝鲜发射的导弹将通过日本岛根县、广岛县
和高知县上空，飞行约 3356.7 公里、1065 秒后，落到关岛
周围 30 至 40 公里的水域。
金洛谦表示，朝人民军战略军已通过发言人声明向
美国做了充分警告，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根本没有把握局
势方向，
还抛出了
“炮火与怒火”言论。

韩国

敦促朝方回到对话道路
新华社首尔 8 月 10 日电 韩国政府 10 日敦促朝方
立即停止加剧紧张局势的行为，同时表示与朝鲜对话大
门依然开放。
韩国国家安保会议常委会当天举行会议，讨论朝鲜
半岛局势。总统府青瓦台发言人朴洙贤对媒体说，国家
安保会议常委会认为半岛安全局势由于朝方不断“挑
衅”而变得严峻，敦促朝方立即停止任何进一步加剧紧
张局势的活动。
常委会说，半岛军事紧张局面以及军事冲突对任何
国家都没有好处，韩方将在与美国等关键国家的紧密合
作下，以坚定的韩美联合防御为基础，采取所有必要措
施缓和紧张局势，
维护和平。
朴洙贤同时表示，国家安保会议常委会决定通过积
极的外交措施缓和半岛紧张局势，并保持与朝对话大门
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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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
医护人员为灾区群众诊疗

中央拨款支持四川新疆抗震救灾
已安排 1.8 亿元
新华社北京 8 月 10 日电 记者 10
日从财政部获悉，
针对四川省和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日前发生地震山洪灾害，
中央财
政已拨款 1.8 亿元用于两地抗震救灾。
据了解，
为帮助新疆地震灾区做好救
灾工作，中央财政 10 日紧急下拨自然灾

害生活补助资金 8000 万元，
其中，
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 5000 万元，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 3000 万元，由自治区和兵团统筹用于
灾区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
救助、
倒损住房恢复重建等救灾支出。
此前一天，财政部、民政部向四川省

安排中央财政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 1
亿元，主要用于四川九寨沟 7.0 级地震和
凉山州普格县山洪灾区受灾群众紧急转
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倒损民房恢复
重建和向因灾遇难人员家属发放抚慰金，
支持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

四川九寨沟县 8 日发生 7.0 级地震，
截至 10 日 12 时，地震已致 20 人遇难、
431 人受伤。新疆精河县 9 日发生 6.6 级
地震，截至 10 日 18 时，地震共造成 32 人
受伤（3 人重伤）、307 间房屋倒塌，5469
间房屋裂缝受损。

中国地震局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

开展地震烈度评定工作

赶制灾区震后影像图

新 华 社 四 川 九 寨 沟 8 月 10 日 电
中国地震局地震现场应急指挥部 10 日
派出 16 个灾评小组计 80 余人，前往九寨
沟地震灾区各地开展烈度评定和灾害调
查工作。
记者随灾评小组在位于震中地区的
漳扎镇看到沿途仍有连续性滑坡，不时
有碎石散落。专家表示，漳扎镇的甘海
子社区，有一部分老式的石制房屋基本
全部倒塌，其不远处新式砖混结构房屋
受灾影响却不大，初步判断震中地区烈
度达到 8 度。
烈度用来描述地震对建筑物破坏的

强弱程度。地震烈度达到 6 度，可以看
到房屋有细小裂缝，稍加修复或不修复
仍可用；7 度，房屋受到一定破裂，有明显
的裂缝；8 度出现房屋的倒塌、严重破坏；
9 度，可看到砖混房屋大片倒塌，墙体垮
塌。
截至发稿时，各调查小组仍在九寨
沟县、松潘县、平武县、若尔盖县、文县、
舟曲县、迭部县等地，调查房屋破坏、道
路坍塌和生命线工程的破坏情况，并对
调查返回的数据和图片资料进行分析研
究，根据各小组掌握的情况，近期将发布
此次地震烈度图。

新华社北京 8 月 10 日电 国家测
绘地理信息局成功获取首批九寨沟地震
灾区震后高分辨率航空和卫星影像，并
在第一时间赶制出影像图用于应急救灾
指挥决策和灾情分析评估，其中无人机
影像分辨率最高达到 0.16 米。
记者 10 日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
获悉，九寨沟地震发生后，四川测绘地理
信息局连夜组织 19 名专业测绘技术人
员携带 5 架无人机和通讯设备、测量设
备等奔赴灾区。9 日 19 时，测绘无人机
分队 2 架无人机成功获取灾区漳扎镇附
近高分辨率无人机影像，包括九寨沟沟

深刻领悟准确把握

口至五彩池、彭丰村、永竹村、达基寺等
在内的 70 平方公里 0.2 米高分辨率影像
和九寨沟县城 30 平方公里 0.16 米高分
辨率影像。
据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驻扎在绵阳机场的一架运-12 航
摄飞机经过 3 个多小时飞行，成功获取
灾区 200 多平方公里高分辨率航空影
像。
灾区震后高分辨率航空和卫星影像
经过处理后，通过与灾区震前影像的对
比，可以准确地对灾区房屋破坏、道路损
毁等受灾情况进行研判分析工作。

救援物资抵达叙中部
新华社大马士革 8 月 10 日电 俄罗斯驻叙利亚冲
突和解协调中心说，俄方救援物资当天抵达叙利亚中部
霍姆斯省赖斯坦市，这是该地被划为“冲突降级区”后得
到的首批俄方人道救援物资。
叙通社援引协调中心的声明报道说，俄方提供的救
援物资当天抵达了“冲突降级区”范围内的霍姆斯北部
城市赖斯坦，主要包括糖、面粉、谷物和肉类等。
声明说，霍姆斯北部“冲突降级区”当天发生多起破
坏降级区协议的行为，协调中心呼吁降级区内各武装派
别遵守协议，开放哈马至霍姆斯的战略通道。声明还指
出：
“除俄罗斯外，这些武装派别拒绝与任何方面就停火
和确保人道物资进入降级区进行谈判。
”

（上接第一版）深刻认识和把握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的新认识新要求，以更大的决心、更大的勇气、更大
的力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向基层延伸。
行动有力是推动事业前进的重要保障，必须提高政
治站位，强化“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进一步增强
政治责任感、使命感和政治敏锐性。从凝聚拼搏赶超强
大气场，营造团结奋进浓厚氛围，到让重要讲话精神在
地方落地生根；从集中财力抓攻坚，创新方法补短板，到
让群众的腰包满起来、环境美起来、生活富起来……连
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干部群众用习近平总书记“7·26”
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学深悟
透，就像在山顶瞭望，看得更远更广。我们还要进一步
带着信仰学、带着感情学、带着责任学，在入脑入心上下
功夫，在知行合一上下功夫，切实做到真懂真用，学以致
用。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
命。让我们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切实抓好党中央各项
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以新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把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为湖北改革发展各项事业打
开新的广阔天地。

全面贯彻务实重行

——市住建委召开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宣讲报告会
8 月 9 日上午，市住建委在三楼大会议室召开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宣讲报告会，委直系统近
200 名党员干部聆听了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市
委宣讲团成员、市住建委主任孙新淼同志所作的
专题辅导报告。市人防办、市招商局、市信访局的
全体党员干部也按市委要求同步参加了宣讲报告
会，
同堂听取了孙主任所作的宣讲报告。
宣讲报告会上，孙新淼同志从“主题鲜明、主
线明朗、成就显著、蓝图宏伟、措施管用”等五个方
面系统、全面、深入、详细地解读了省第十一次党
代会精神，报告深入浅出、层次明晰、通俗易懂、图
文并茂，具有很强的思想性、理论性、针对性，给全
体党员干部上了一堂生动而丰富的报告。
孙新淼同志在宣讲中提到，刚刚胜利闭幕的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是在我省决胜全面小康、加快
转型升级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
学习宣传贯彻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是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全委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的
重要政治任务。委属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
要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紧密
结合当前各项重点工作任务，以党代会精神作为

行动指引，全面深刻领会省党代会精神实质，用省
党代会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开展工作，以实
际行动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孙新淼同志在宣讲中讲到，省党代会以《高举
旗帜 牢记嘱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开启湖北“建
成支点、走在前列”新征程》为主题，充分展示了
“五个湖北”建设的伟大成就，吹响了“建成支点、
走在前列”的战斗号角。报告主题鲜明，主线明
朗，突出体现在标题四句话中：第一句，高举旗帜，
表明的是政治方向和政治灵魂；第二句，牢记嘱
托，表明的是政治责任和政治担当；第三句，全面
小康，表明的是政治目标和政治号角；第四句，走
在前列，
表明的是政治宣言和政治站位。
孙新淼同志在宣讲中谈到，贯彻落实省第十
一次党代会精神，必须要理清发展路径，我们咸宁
要围绕省党代会确定的建设“一主两副多极”区域
性增长极这一定位，加快经济转型和城市转型，以
产业的转型升级、区域经济的转型和城市功能的
提升来构建区域性增长极的硬支撑；要加快补齐
民营经济发展短板、社会事业和民生短板、生态环
境短板，培育区域性增长极的竞争优势；要始终坚

持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和创新驱动引领，增强
建成区域性增长极的原动力；要层层压实责任，大
力营造敢于担当、善作善成的浓厚氛围，不断完善
狠抓落实的责任链条，夯实建成区域性增长极的
根本保障。只有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破解发展
难题、增强发展后劲、厚植发展优势的实际成效，
才能为湖北加快“建成支点、走在前列”贡献咸宁
力量。
宣讲报告会最后，孙新淼同志在结束语中说，
总书记对湖北提出的殷切嘱托，充分体现了中央
对湖北发展的关怀与期望；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描
绘的宏伟蓝图，充分体现了省委对湖北未来发展
的责任和担当；市委、市政府践行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的政治自觉，充分体现了市委、市政府的政治意
识和政治站位！我们没有理由不奋起直追，没有
理由不砥砺前行！尽管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
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只要我们始终牢记习总书记
讲的“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忘记为
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胜利不会向我们走来，我们
必须自己走向胜利”
！
（陈隽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