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幕下
生死救援

简阳养马120余位村民被困
3艘冲锋舟往返数十趟营救

一、招标条件
我单位近期承接了大讲堂项目。

由于工作发展需要，现将面向社会进
行公开招标，本次招标活动将秉承“公
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欢迎符合条件
的潜在投标人报名参与本投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招标人：华西都市报社；
2.项目名称：大讲堂；
3.招标人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二

段70号四川传媒大厦10楼A区；
4.招标内容：大讲堂项目拟于

2018年7月起至2019年12月举行，
包含项目执行、方案设计等内容。

三、投标人资质要求
投标人资质要求：必须是在中国

境内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或其他组织，企业信誉良好；具备丰富
的活动策划及执行经验；有一定公关
资源；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报名需提交的材料
1.经办人介绍信或法定代表人授

权委托书，以上证件应为原件；
2.经办人身份证、企业营业执照副

本，以上证件验原件收盖鲜章的复印件。
五、报名地点和时间
1.报名地点：成都市红星路二段

70号四川传媒大厦10楼A区华西都
市报社；

2.报名时间：2018年7月13日，上
午9：00—11：30，下午14：00—17：30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华女士
电话：028-86969133

华西都市报社
2018年7月10日

招标公告
何谓“冬病夏治”

“冬病夏治”是中医学防治疾病
的一个富有特色的重要方法，它是
根据《黄帝内经》中“春夏养阳”的原
则，利用夏季气温高，机体阳气充
沛，经络中气足，血旺盛的有利时
机，通过“穴位埋植”、“中医敷贴”、

“疏经增效”、“靶向精准治疗”来调
整人体的阴阳平衡，使一些顽疾得
以康复。

96111健康热线特邀专家付体
乔主任介绍，冬病夏治对虚寒证的
哮喘，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慢性
呼吸衰竭，慢性咳嗽，反复感冒导致
的慢性气管炎等均有较好的疗效，
是祖国几千年传统行之有效的治疗

方法，能起到调节免疫、改善肺功
能，平喘止咳的效果，是现代规范治
疗的一项重要手段。

为什么“冬病夏治”效果好
对于患有呼吸病等虚寒证的人

来说，夏天是很好的治疗时机。冬
季因气温偏低，疾病容易复发，大多
以治标为主，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病
因。在夏季，由于致病因素比较少，
症状比较轻，有足够的时间扶正固
本，提高免疫能力，发挥扶阳祛寒、
扶助正气、祛除病根的作用，达到痊

愈的目的。
冬病夏治 50个名额免费领

“冬病夏治”属于中医治本的治
病原则。进入夏天，就是冬病夏治
的最佳时机，打进028-96111可预
约专家免费指导，96111健康热线
将提供50名冬病夏治免费机会，请
大家相互转告。欢迎属虚寒证的哮
喘、慢性支气管炎、慢性咳嗽、反复
感冒导致的呼吸疾病等患者预约报
名。

预约电话：028-96111

三伏到96111健康热线

冬病夏治 50个名额免费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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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堂过境洪峰逼近历史最高点
冲锋舟从二楼接出一家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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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将一名肋部骨折的老人抬出洪
水，转移到安全地带后，救援人员准备返
回继续救援时，却发现洪水陡涨，又淹没
了更多的玉米地。而此时，村子里尚有
120多位村民没有转移。

夜幕降临，成都、简阳两地消防出动
冲锋舟救人！

7月11日上午，接到每秒超过8000立
方米的洪峰将过境的消息，持续时间约4
小时，简阳市随即发布了红色汛情预警（I
级），同时组织人员对沱江沿线10余个乡
镇的群众进行转移。对简阳市养马镇田
家坝村被困的120余位村民，简阳消防派
出冲锋舟进行转移，截至当晚10点过，仍
还剩46人等待转移。

椅子当成担架
肋部骨折太婆安全获救

从11日上午开始，一直到下午4时，
简阳市养马镇田家坝村1组、2组和12组
沱江沿岸的村民都在紧急转移。养马镇
政府派出多组工作人员负责转移，

“4点过，水已经淹到大腿了。”养马镇
政府一名工作人员介绍，转移过程中，他
们发现救援通道上送来了一位太婆，躺在
一辆车上。“抢险通道是一座桥，桥下水齐
大腿，家人把老人送到这里后，便无法转

移了。”
6名政府工作人员蹚水过去后得知，

老人肋部骨折，既不能背着上岸，也不能
抱上岸。大伙正着急时，突然发现附近有
一把椅子，救援人员灵机一动，把老人抬
上椅子坐好，然后6个人抬着椅子，从没过
大腿的洪水中慢慢向安全地带转移。

老人被抬至安全地带后，6名工作人
员准备再次返回组织转移时，却发现水位
突然上升，“下水走了几步，已经齐腰深
了。”救援人员说，再往前走十分危险，不
适合蹚水转移，于是赶紧让对岸的村民留
在救援通道上，等待转移。

养马镇政府工作人员介绍，当天他们

对该镇3个村800多人进行了转移，下午
洪水陡涨，仍有120多名村民被困，暂时转
移至防洪高台上。

转移“孤岛”村民
3艘冲锋舟往返数十趟

11日晚 9时许，养马镇镇长陈直介
绍，已经有3艘冲锋舟抵达田家坝村展开
救援。其中，成都市消防支队2艘，简阳公
安1艘。

晚上8点左右，成都市消防支队的10
多名消防官兵带着第一艘冲锋舟进入救
援现场展开救援。在救援浅水区域，消防
战士跳进齐腰深的洪水中，用手推着冲锋
舟前进。

“洪水突然来袭，现场120多人被困。”
陈直说，到晚上10点20分左右，经过3艘
冲锋舟往返数十趟救援，已经有68人被救
出，整个救援行动预计将在2个小时左右
结束。

据了解，部分被转移出来的村民被安
置在新、旧村办公室，与此同时，养马田家
小学的教室也被腾空出来当作临时安置
点。“水、食物、被子等物资都到位了。”陈
直说，这些安置点内，将有专人进行巡逻
和值班，被转移出来的村民可以在安置点
内安心地过夜。

运沙船帮忙
江心岛转移出232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了解到，
简阳发布汛情红色预警同时，组织人员对
沱江沿线10余个乡镇群众进行转移。

壮溪乡光华村大中坝、小中坝两个地
方，处于沱江河中心，是沱江中间的岛屿，
接到预警后，壮溪乡政府组织对岛上村民
进行转移，包括学生在内，岛上共有232
人。

“转移时，洪水已经漫上岛。”壮溪乡
相关负责人介绍，岛上村民需要紧急转
移，缺乏大型船只，最终通过附近运沙船
对村民进行转移。截至下午4点17分，大
中坝转移出 100 人，小中坝转移出 132
人。全乡共转移298人，排查隐患点41
处。

11日下午，简阳市平息乡安庆村突发
险情，河道被断树堵塞，平息乡党委立即
组织防汛应急人员第一时间赶往险情现
场，对河道进行清理。抢险人员用绳索拴
住堵塞物，与其展开“拔河”，最终将堵塞
物清理，疏通河道。

预计洪峰12日凌晨过境简阳资阳。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田雪皎

见习记者 肖洋

6年来首次！
四川启动

二级防汛应急响应
7月11日上午，记者从四川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自当日
10时起，启动全省II级防汛应急
响应。这是四川6年来首次启动
该级别应急响应。

目前，四川境内大渡河、涪
江、岷江、嘉陵江、沱江、雅砻江等
江河有14个干流站、13个支流站
出现超警戒或超保证水位，其中
涪江干流出现超50年一遇的洪
水。据气象部门预计，降雨仍将
持续，防汛形势十分严峻。

根据当前雨情、水情及变化
趋势，按照《四川省防汛抗旱应急
预案》规定，启动Ⅱ级防汛应急响
应后，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各成
员单位、相关市（州）防汛抗旱指
挥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防汛保
安各项工作。

四川暴雨预警
降为蓝色

11日，四川省气象台把暴雨
预警由此前的黄色降为蓝色，今
天白天，降雨将减弱。

11日16时，四川省气象台发
布暴雨蓝色预警：11日20时至12
日20时，广元、绵阳、德阳3市和
成都东部、遂宁、南充2市西部及
乐山、雅安2市南部、凉山州东北
部的部分地方有大雨到暴雨（雨量
40至70毫米），局部地方有大暴雨
（雨量100至120毫米）。

同时，成都市气象台也将暴
雨预警降为蓝色：预计成都11日
20时至12日20时有一次明显的
降雨天气过程，雨量中到大雨，西
部和中部部分地方可达暴雨，降
雨时伴有短时阵性大风。

四川地灾红色预警解除

7月11日，省地质灾害应急
指挥部结合四川省气象台天气预
报情况，发布了最新地灾气象风
险预警。前一日发布的红色预警
已经解除，但7月11日20时至7
月12日20时，仍有一些地区为橙
色和黄色预警。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吴冰清

实习生王安忆综合川报观察

7月11日，受强降雨影响，成都金堂县
多处发生群众被洪水围困险情，县城部分
地段和部分村寨被淹。当日中午，根据收
悉的雨情、水情并会商，预计7月11日17时
左右，沱江三皇庙洪峰将达8000立方米每
秒，逼近1981年历史最高点。金堂县防汛
抗旱指挥部宣布：发布红色汛情预警（I
级），启动相应级别预案。来自成都警备
区、消防、武警等救援官兵，驰援金堂，营救
被困群众。

金堂县三星镇：
沱江水四面围困白鹭岛

“白鹭岛上有150余人，寸步难行，需
要支援！”11日下午接到险情，成都警备区
紧急组织金堂县人武部和民兵综合应急营
出动400余人，携带4艘冲锋舟，快速投入
抗洪抢险第一线。成都警备区司令员李元
祥带队深入救灾一线指挥救援。

“白鹭岛，是一座独立的岛屿，全岛面
积约1300亩，与沱江相连，四面环水。根
据以往水情，一般洪峰达到4000立方米每
秒，通往岛上的交通就会中断。”金堂县三
星镇党委书记易平介绍，从10日晚上强降
雨开始，当地干部就开始挨家挨户劝说群
众撤离。部分群众因为牵挂家里养的猪、
牛，并不愿意撤走。

下午3时，成都市民兵综合应急营大
队长李强带领3支党员突击队带3艘冲锋
舟赶赴岛上救援，一路上险象环生。冲锋
舟需要躲避不易发现的电线、道路指示牌
等障碍，还要克服马达被搅入树枝等困难。

“这里，请救救我们。”在好不容易靠近
白鹭岛后，一户农房的二楼有居民挥舞衣
服呼喊。“不要着急，注意安全！”应急队员
一边安抚一边小心前行。

“先救我妈和我儿，我们还坚持得住。”
二楼上的男子重复道+。此时，这户农房的
一楼已经全部被淹，全家四个人都转移到
了二楼。救援人员迅速安排两艘船靠在一
起，由一名队员站在船头准备接应老人。
不过，由于水情复杂，一名救援人员刚站上
船头就落水了，让在场人心里一惊。好在，
救援人员又快速爬起来，并小心翼翼将几
人接到船上。

截至目前，该应急营和金堂县民兵应
急分队还在继续营救被困群众，已成功转
移被困群众200余名，转移救灾物资20余
吨，确保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金堂官仓镇:
消防战士救出一瘫痪群众

11日上午，金堂消防接到报警称，官
仓镇一瘫痪群众家被淹，该群众被困家
中。消防队员随即赶往该群众家中进行救
援。“我们到的时候，这名群众家的平房已
经被淹很深了，当时他还躺在床上，所幸的
是床是木制的，漂浮在水上。”消防队员说，
当时床距离房顶只有半米的距离，消防队
员赶紧展开救援，并成功将该名群众转移
至安全地带。

除了官仓镇外，金堂消防还在清江镇
以及金堂老城区等多地展开救援。当日下
午，两位家长带着两个浑身湿透的孩子前
来求助，因为家中被水淹，回不去家中，其
中一个孩子还发着烧。接到求助后，金堂
消防大队的消防队员们，立即为孩子找来
热水吃药，并安排他们休息。

强降雨致全省
超62万人受灾
转移7.54万人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晨 殷
航）7月11日晚，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从四川省防汛抗旱指
挥部办公室获悉，截至到11日18
时，从7月08日开始的新一轮强
降雨已致全省共8个市（州）62.07
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4.12
亿元。在11日10时，根据防汛形
势的严峻程度，省防指将防汛应
急响应升级为Ⅱ级。

雨情方面，从10日 20时至
11日14时，盆地西北部和川西高
原部分地方降大到暴雨，成都、德
阳、绵阳、广元等地局部降大暴
雨，个别点降特大暴雨，超过50
毫米的有53县588站，超过100
毫米的有35县351站，超过250
毫米的有8县10站，最大为郫都
三道堰站309毫米。

7月08日至11日18时，全省
有成都市、德阳市、绵阳市、广元
市、遂宁市、宜宾市、阿坝州、甘孜
州共8个市（州）41个县(市、区)
488个乡(镇、街道)62.07万人受
灾。因灾转移7.54万人，造成直
接经济损失13.15亿元。其中水
利设施直接经济损失4.12亿元，
受灾最严重的是绵阳市、德阳市、
广元市、阿坝州、成都市，经济损
失分别为5.7154亿元、4.8029亿
元、1.3999 亿元、0.5187 亿元、
0.3312亿元。

金堂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提醒：

沿江沿河住户
立即全部转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金堂县
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金堂县要求老城区3
楼以下住户及老旧住房住户立即全部转移
至安全地带；清江镇、三星镇、官仓镇、淮口
镇、栖贤乡沿江沿河住户立即全部转移至
安全地带，采取投亲靠友或前往就近集中
安置点的方式尽快转移避险（县级安置点：
金堂实验中学、云绣中学、云绣小学、杨柳
慈济小学）；请广大群众远离危房、河边、低
洼地带等危险区域，不要打捞河面漂浮物，
确保自身安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杰
见习记者杨金祝 摄影报道救援人员从二楼救出被困群众。

肋部骨折太婆坐在椅子上被抬出。

转移被困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