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
慷12日宣布：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总统哈利
法、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萨勒、卢旺达共和国
总统卡加梅、南非共和国总统拉马福萨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7月19日至24日对上述
四国进行国事访问。

应南非共和国总统拉马福萨邀请，国家主
席习近平将于7月25日至27日出席在南非约
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

在结束对上述四国国事访问并出席金砖
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回国途中，国家主席习
近平将过境毛里求斯并进行友好访问。

习近平将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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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记者 张守帅）
7月12日下午，省委书记彭清华赴防汛减灾
相关部门调研并主持召开全省防汛减灾调
度部署会议，对近期全省气象监测预警、地
质灾害防治、临灾避险、抢险救援、安全度汛
等工作进行再调度再部署。他强调，各地各
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防灾减
灾救灾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防汛减灾的各项部
署要求，发扬连续作战、不胜不休的顽强作

风，进一步强化临战准备、科学指挥调度、细
化工作部署，全力以赴打赢防汛减灾、安全
度汛这场硬仗，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彭清华先后来到省气象台业务值班平
台、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省防汛抗旱指挥
中心，实地检查指导我省汛期气象分析预
报、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以及重要防汛部位实
时监测、重点水库水量调度等工作。

随后，彭清华在省防汛抗旱指挥中心主

持召开全省防汛减灾调度部署会议，听取省
气象局、国土资源厅、水利厅主要负责同志
和绵阳市、阿坝州、成都都江堰市负责同志
关于防汛减灾工作情况汇报并讲话。

在讲话中，彭清华首先代表省委、省政
府向奋战在防汛减灾各条战线的干部群众
表示亲切问候和诚挚感谢。他指出，受极端
天气影响，我省今年降雨来得早、量级大，入
汛以来已出现多场强降雨过程，全省平均降
水量较常年同期均值偏多，部分地区降雨量

达到历史同期最高位。针对今年汛情，省
委、省政府坚决落实中央部署要求，未雨绸
缪、抢前抓早，多次对防汛减灾工作进行研
究部署。全省各地各部门加强会商预警，作
出周密安排，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基层一线
干部冲锋在前、恪尽职守，在监测预警、排危
除险、临灾避让、转移安置等方面做了大量
工作，有效减少了灾害损失。

彭清华指出，当前，全省已进入暴雨洪
涝易发频发的主汛期。根据有关部门监测

会商和综合研判，我省还可能出现强降雨过
程，部分江河可能引发中偏高洪水，一些地
区发生山洪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
的风险较大。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
当前防汛减灾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艰巨性，
始终绷紧防汛减灾这根弦，全面落实党中央
和省委防汛减灾各项部署要求，在前一阶段
工作取得初步成绩的基础上，继续扎实做好
各方面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最大
程度降低灾害损失。 （下转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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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下午，记者从四川省防汛抗旱指
挥部获悉，至12日12时，本月8日开始的强降
雨已导致成都、德阳、绵阳、广元、遂宁、宜宾、阿
坝、甘孜共8个市州39个县（市、区）82.94万人
受灾，全省因灾转移9.43万人。

本轮强降雨灾情主要发生在嘉陵江、涪江、
沱江、岷江、大渡河等5大流域。初步统计，全省
累计倒塌房屋500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0.19
亿元。本轮强降雨中，受灾最严重的是绵阳、德
阳、广元、阿坝、甘孜，经济损失分别为18.53、
7.70、1.40、1.03、0.97亿元。

从7月12日晨开始，四川大部强降雨趋于
结束，部分江河洪峰已经出省。综合研判，四川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从12日18时起，将全
省II级防汛应急响应调整为III级。此前的11
日9时，四川省防指决定：启动全省II级防汛应
急响应，前后共启动33个小时。 综合川报观察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 实习生 王安
忆）7月12日13时40分，四川省气象台解除了
前一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

13日白天，雨水间隙期，盆地各市多云间
阴天，只是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到了晚上，
降雨又会增强。13日晚上到14日白天，盆地
大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其中雅
安、眉山、乐山、资阳4市和绵阳、德阳、成都3市
东部及广元南部的局部有大雨到暴雨；川西高
原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攀西地区阴天有
阵雨或雷雨，部分地方雨量可达中雨，局部有大
雨。14日晚上到15日白天，盆地大部阴天有
阵雨或雷雨，其中绵阳、德阳、成都、雅安、眉山、
乐山6市及广元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阿
坝州东部和攀西地区阴天间多云有阵雨或雷
雨，局部地方有中到大雨，川西高原其余地方多
云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蓝色预警解除
但今晚降雨又会增强

灾情

本轮强降雨
致四川近83万人受灾

雨情

受涪江上游暴雨影响，涪江射洪段
水位极速上涨。7月11日傍晚18时许，
涪江上游两艘采砂船撞上金华镇黑水浩
村通往外界的黑水浩大桥。采砂船在撞
断大桥后沉没，岛上350余名群众被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当
地村民拍摄的一段视频中看到，一艘装
运砂石的驳船撞上黑水浩大桥后，紧随
其后的采砂船又再次撞上驳船，形成二
次撞击，黑水浩大桥当即被撞断。撞桥
事故发生后，射洪县交通运输局迅速对
上游冲来的采砂船展开调查，并向遂宁
市交通局汇报大桥被撞垮经过。报告
显示，桥断船沉时，暂无人员伤亡，但岛
上350余人因桥毁被困。

小敬是黑水浩村的村民，该村处于
涪江边，村子四面临水，仅有一座黑水
浩大桥连接外界。7月11日上午，小
敬从射洪县城回到老家。到下午时，她
家院坝就开始进水，而到了晚上，家里
的积水便达到了1.2米深。“傍晚听说
桥断了，我一下子就急了。”小敬说，洪
水进屋后，电也没了，水也喝不上。

350余名群众被困“孤岛”，射洪县
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县有关部门分成医
疗、救援、后勤等多个小组投入救援，并
调运物资抵达断桥处。同时，应急分队
的人员准备冲锋舟、救援绳等工具将物
资送抵对岸。但由于当晚视线昏暗，救
援物资暂时无法送到被困群众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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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投粮直升机救人
7月11日傍晚18时许，遂宁市射洪县金华镇黑水浩村一座通往外界的大桥，
被上游两艘采砂船直接撞毁，导致黑水浩村350余名群众被困。灾情发生后，
射洪县立即组织救援物资送抵断桥处，准备用冲锋舟、救援绳索等工具将物资

送到被困的群众手中。由于当天视线较弱，救援物资暂无法送到断桥的对面。
7月12日凌晨，射洪县调集无人机向对面吊运食物、矿泉水等生活必须品，解决被

困群众吃饭问题。期间，还专门为“断粮”的婴儿运送奶粉及兑奶粉的热水。到下午2
时许，人保财险申请的救援直升机赶到现场，在“孤岛”与安置点之间开通临时“航线”，
将岛上的病人、老人、小孩、妇女转移到安全地带。同时，将电力工人及医护消毒人员送
抵岛上，提前做好恢复生产准备。

直击暴雨 四 川 防 汛 减 灾 进 行 时
转移

在解决被困群众生活必须品的同时，
射洪县也一直在考虑如何安全转移。据
人保财险射洪支公司经理陈柏宇介绍，他
们在接到应急救援指令后，当天便向省公
司提出直升机救援的申请。“由于昨天航
线有雷暴天气，无法正常起飞。今天，省公
司协调好救援公司，派出直升机参与救
援。”陈柏宇说，这是人保财险公司在四川
首次参与地方政府救援。

12日下午2时许，一架AW139中型
双发直升机飞抵黑水浩村，在黑水浩村与
金华小学安置点之间开通临时“航班”，转
移被困群众。20分钟后，病中的刘明兴
从岛上第一批空运到安置点，早已等候在
此的救护车将刘明兴送往医院进行救
治。今年55岁的刘明兴患有心脏病，11
日洪水到来时，刘明兴看到滔滔洪水就心
里直发慌。

起飞、返回、再起飞。每隔20分钟，
就有被困的老人、小孩以及妇女搭乘直升
机转移到安置点。到下午4时许，直升机
往返四次，从岛上成功转移20名群众，其
中，有4名儿童、6名受伤或患病群众。同
时，直升机又搭乘干部、电力系统人员及

医疗消毒人员上岛，提前做好恢复生产准
备。

“AW139中型双发直升机起飞重量
达7吨，是属于比较安全的救援机种。”金
汇通航直升机公司工作人员朱珞说，这次
参与救援主要是转移人员、运送病患。
AW139直升机是当前主力救援机型，在
不能正常起降的环境下，还可以进行索降
救援。“为参加这次救援，在直升机出动
后，公司就调集油灌车紧随其后，为直升
机进行油料补给。”下午6时许，记者从现
场指挥部了解到，直升机在油料补给后，
又进行5次飞行，共转移被困群众80余
人。随着涪江水位下降，当地调来冲锋
舟，全力转移被困群众。

据射洪县副县长尹全军介绍，他们在
安置点准备了300件矿泉水、90件面包以
及牛奶。在被困群众转移到安全地点后，
被困群众可以入驻安置点，也可以投亲靠
友。待洪水退后，政府将对进水的房屋进
行清淤及消毒，争取早日回家。

马海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周洪攀摄影报道

7月 11日深夜，应急指挥部商讨
出应对之策——空中救援——调用无
人机向对岸运送生活必须品，同时让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射洪支公司申请
直升机救援。

12日凌晨5时许，天微微亮，第一
台能运十斤重物资的无人机运抵救援
现场。工作人员立即将面包、牛奶、矿
泉水等生活必须品装袋，通过无人机运
送到对岸，并分发到被困群众手中。上
午11时许，就在无人机频繁往返吊投
饮食时，一名年轻人送来两个装有奶粉
的包裹，希望用无人机运送过去。他

说，岛上亲戚家里有一个3个月大的婴
儿，前几天就出现了奶粉短缺，现在饿
得直哭。“他们给我打电话，让我帮忙买
点奶粉过去。”和亲戚通话后，他得知岛
上还有一个6个月大的婴儿，也需要奶
粉“救急”。就在奶粉送抵对岸后，婴儿
家长却发现岛上根本没有给娃娃兑奶
粉的热水。救援人员又再次将装有热
水的水瓶空运过去。

到中午12时许，物资保障小组统
计，三架无人机通过不停地运送物资，
先后为岛上送去了100件矿泉水、50
件牛奶、50件面包以及部分药品。

采砂船撞断大桥，350余名群众被困灾情·涪江孤岛

无人机为“断粮”婴儿空运奶粉救援·吊投饮食

直升机升空，转移被困群众救援·临时航班

7月12日，遂宁市射洪县在金华镇紧急开展空中救援，组织被困村民有序撤离。四川日报记者 袁敏 摄

无人机飞越断桥，向被困村民吊投饮料和食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