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从中国地震局了解到，
房屋抗震性能差、人口密度高、震
源浅等原因，导致鲁甸地震伤亡
严重。

据了解，鲁甸县人口密度每
平方公里 265人，为云南省平均值
的 2倍，为人口稠密地区。当地属
国家级贫困县，农村房屋以砖混
合土木结构为主，抗震性能差。

此外，这次地震震源深度 12
千米，是典型的浅源地震，地表振
动强烈。灾区地形崎岖，构造复
杂，又恰值雨季，滚石、滑坡、泥石
流、堰塞湖等次生灾害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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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8 月 3 日 16 时 30 分，在云
南省昭通市鲁甸县（北纬 27.1 度，东
经 103.3 度）发 生 6.5 级 地 震 ，震 源 深
度约 12 公里。龙头山镇是此次地震
的震中，地震烈度达九度，人员伤亡
严重，房屋大多损毁。8 月 4 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飞赴地震灾区后，即乘车赶往这里。

看到进震中的道路正在抢通，李克强
立刻下车，沿着旁边一条坑洼小道徒步
5 公里多来到震中受灾最严重的龙泉
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代表习近平总
书记，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实地察看灾
情，指挥抗震救灾工作。

由于下过暴雨，小路湿滑泥泞，不
少地方也被损毁。李克强深一脚浅一
脚地走进村子，不时停下脚步，与路旁
受灾群众交谈，询问家里人有没有受
伤，有没有地方住。他说，你们受苦了，
遭难了，党和政府一定会帮助大家解决
困难。看到腿部受伤的群众，李克强关
切地俯身察看，让他们抓紧到附近的医
疗救护车接受治疗。

路上，不时有官兵和医疗队员抬着
伤员，李克强停下来，一边侧过身子给
伤员让道一边说，快走，抓紧救治。

村中道路两旁，有很多倒塌的房
屋。来自各地的救援力量正在紧张施
救。李克强攀上废墟，对正在救援的解
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说，你们在震后第
一时间赶来救援，党和政府、人民群众
感谢你们。现在还有一些群众被埋压，
当前正是最要紧的关头，你们争分夺秒
施救，下面的群众就有更多存活的希
望。多救一个人，就多一个家庭幸福。
救人是第一位的任务，大家抓紧干，不
要停，不惜一切代价救援。相信你们能
圆满完成任务。

看到部队官兵和救援力量正在抢
修道路和通讯设施，李克强勉励他们抓
紧抢通抗震救灾的生命线，并叮嘱他们
做好安全防护。

路边不少尚未倒塌的房屋已有裂
缝。李克强叮嘱当地干部说，余震还在
不断发生，房屋不能光看外表是否完
好，要进去仔细察看是否安全。我们正
在加紧调运帐篷。今晚一定要挨家挨
户搜寻，对危房里的群众，要千方百计
疏散，不让一位群众在危房里过夜，避
免发生新的伤亡。

有当地干部说，由于道路中断，目
前食品、救灾物资短缺。李克强当即要
求有关部门组织食物、防疫物品进行空
投，确保群众有饭吃，有干净水喝。

河谷开阔地带已经搭建起受灾群
众临时安置点。李克强走进帐篷，询问
受灾群众有没有食物，有没有干净水
喝。他对大家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
柴烧。党和政府会帮助大家重建更结
实、更好的家园。大家一起努力，日子
一定会好起来。

镇中学操场的临时医疗点，收治
了许多刚抢救出来的伤员。李克强
来到这里，询问药品供应等情况，叮
嘱医护人员精心治疗每一个伤员，把
死亡率和伤残率降到最低。看到消
毒液等短缺，李克强要求迅速调运防
疫物资，抓紧全面防控疫情，确保大
灾之后无大疫。

鲁甸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逐渐清晰的灾
情刺痛着人们的心。令人欣慰的是，在全力开
展的抗震救灾行动中，一次次向灾区徒步进军
的冲锋号，一件件真实而又温暖的小故事，无
不洋溢着抗震救灾的正能量，彰显着以人为本
的救灾理念。

地震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对鲁甸县 6.5
级地震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当前把救人放在第
一位，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妥善做好群众安置
工作。李克强总理紧急赶赴鲁甸震区。各级
党委政府的救灾举措给震区群众以信心，给失
去家园的群众带来温暖。

震后第二天，已经发生了太多感动。震中乡
镇的干部群众积极投入自救，有人不顾自己受
伤，用手刨出埋在废墟下的邻居。解放军、公安、
消防、民政等救援人员当晚冒着大雨、滚石、滑

坡、余震，争分夺秒与死神赛跑。医疗队伍辗转
突破被阻路段，让伤员救治有了新生力量。一名

“熊猫血”伤员急需手术的消息，瞬时成为一条热
门微博，很快，伤员做手术的血有了着落。

社会各界的爱心像潮水一样涌入灾区。
志愿者报名火热启动，震中地区“打电话报平
安”“免费充电”各种服务贴心又实用。当地企
业有的出车子，有的出房子，还有的出食品饮
料，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尽力帮助受灾群众渡
过难关。爱心团体和人士在救灾指挥部的统
一协调下有条不紊地展开救援活动，生动诠释
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大爱情怀。

正因为有上面这些让人们感动的正能量，
才使得灾难面前人们可以抱团取暖、守望相
助。这些点滴汇聚起的正能量，必将帮助震区
人民早日渡过难关，重建家园。

目前，地震灾区全力开展抗
震救灾，救援工作面临四个方面
的困难。

昭通市委书记刘建华介绍，
在各方全力开展救援工作的同
时，由于灾区道路受阻，加上持续
性的暴雨，救援车辆和物资无法
进入，救援工作目前存在四个方
面的困难：一是严重缺乏专业的
救援队伍和设备，大量房屋倒塌
需要专业的设备和人员进行救
援；二是伤员转运困难，因道路不
畅通，大量伤员仍在重灾区转运
不出去；三是抢通道路困难，道路
不抢通救援工作推进难；四是物
资缺乏，生活物资因地震被毁，而
救援物资难进入灾区。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7000 余
兵力在云南鲁甸灾区抗震救灾，
截至 4 日中午，已解救被埋群众
112 人、转移安置群众近 4000 人。

成都军区部队官兵和民兵预
备役人员共 4000 余人抵达灾区
后，迅速展开救灾和部署点位调
整工作。目前，成都军区 600 余
名医护人员正在全力救治伤员。

武警部队新闻发言人刘军介
绍说，武警云南总队和黄金、水
电 、交 通 部 队 以 及 驻 滇 某 师 共
2860 名官兵在鲁甸地震灾区投
入抗震救灾。

云南鲁甸县 6.5 级地震发生
后，一批中央企业紧急驰援，目
前，灾区通讯、电力已基本恢复。

据国资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截至 4 日上午 11 点，已有中国电
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南方电
网、中石化、中石油、东方航空等
中央企业在通讯、电力、燃油等方
面为灾区提供紧急救援。

通讯供电已恢复

汇聚抗震救灾正能量

遇难人数近400

李克强徒步进震中
指挥抗震救灾工作

记者从云南省政府应急办获
悉，截至 8 月 4 日 14 时，地震造成
昭通市鲁甸县、巧家县、昭阳区和
曲靖市会泽县 108.84 万人受灾、
398人死亡（其中鲁甸县 319人、巧
家县 66人、昭阳区 1人、会泽县 12
人）、3 人失踪（巧家县 3 人）、1801
人受伤，22.97万人紧急转移安置。

救援工作有四难

为何伤亡严重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4日电
近日，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领导小组印发通知，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把清理整
治奢华浪费建设纳入教育实践
活动整改范围，进行全面清理。

《通知》指出，各地区各部门
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奢华浪费建
设的严重性和危害性，自觉把清
理整治奢华浪费建设纳入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范
围，作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维护党
和政府形象的重要举措，采取坚
决有力措施，全面清理整治奢华
浪费建设问题，确保取得让群众
满意的效果。

《通知》强调，各地区各部门
各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
央、国务院《党政机关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条例》和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严格
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
所建设问题的通知》、《关于党政

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
办公用房的通知》精神，重点对
挪用扶贫款、救灾款等专项资
金，超规模、超标准、超投资概
算，举借和使用政府性债务资
金，建豪楼、造地标等奢华浪费
建设进行清理整治。对违规违
纪行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顶风违纪的要严肃查处，并追究
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通知》强调，各省（区、市）
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各人民
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党委（党
组）要切实负起领导责任，一把
手亲自过问，组织专门力量，明
确专人负责，统筹协调推进。发
展改革和财政、国土资源、环境
保护、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
水利、文化、审计、银监、扶贫等
职能部门要各负其责，加强工作
指导，注重政策研究，搞好协调
配合。各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要
加强督促，推动落实。

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要求

全面清理整治奢华浪费建设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4日电
记者 4 日从质检总局获悉，质检
总局下发了《关于加强口岸埃博
拉 出 血 热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的 通
知》，要求各检验检疫局切实做
好口岸卫生检疫工作，严防埃博
拉出血热疫情传入我国，切实保
障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

目前埃博拉出血热疫情在
西非的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
利昂和尼日利亚 4 国持续快速

蔓 延 ，该 病 传 染 性 强 、病 死 率
高，且尚无有效的疫苗及治疗
方法。

《通知》指出，由于我国与非
洲各国来往密切，每月出入境人
员达 82400 人次。此外，我国与
西非地区劳务、留学人员往来密
切。加之近期我国将举行青奥
会等大型涉外活动，届时有包括
疫情发生地在内的运动员教练
员参会，存在疫情输入风险。

质检总局要求

严防埃博拉疫情传入我国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4日电
国家工商总局专案组 4 日对微
软全球副总裁玛丽·斯纳普女士
一行进行反垄断调查询问。工
商总局正告微软公司要严格遵
守中国法律，不得以任何方式干
扰、阻碍案件调查，保证案件调
查的客观公正。

微软公司承诺遵守中国法

律，全面配合工商总局的调查工
作。

据了解，有企业举报反映微
软公司存在对其 Windows 操作
系统和 Office 办公软件相关信
息没有完全公开造成的兼容性
问题、搭售、文件验证等问题，涉
嫌违反中国反垄断法。案件目
前正在调查中。

工商总局正告微软

不得阻碍反垄断调查

综合新华社电 8 月 2 日发
生的江苏省昆山市中荣金属制
品有限公司抛光车间粉尘爆炸
特别重大事故，目前已造成 75
人死亡，185 人受伤。

这是记者 4日从事故调查组
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根据国家有
关规定，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由
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杨栋梁任组
长、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江苏省政
府负责人参加的事故调查组。

杨栋梁 4 日表示，根据事故
暴露出来的问题和初步掌握的情
况，涉事企业问题和隐患长期没

有解决，粉尘浓度超标，遇到火源
发生爆炸，是一起重大责任事故。

杨栋梁同时指出，事故的责
任主体是中荣金属制品公司，主
要责任人是企业法人代表、董事
长吴基滔等相关负责人。当地
政府的有关领导责任和相关部
门的监管责任落实不力。

杨栋梁要求，事故调查组要
依法依规加快事故调查，严厉追
究企业的主体责任和当地政府、
相关部门的监管责任，及时公布
调查报告，接受社会和媒体舆论
监督。

昆山爆炸事故已致75人死亡
被判定为重大责任事故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4日电
教育部 4 日公布的《关于进一步
完善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办法的通
知》指出，2014 年起，教育部下
达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
试攻读研究生（以下简称推免）
名额时不再区分学术学位和专
业学位，不再设置留校限额。

通知要求，推荐高校也不得
对本校推免名额限制学术学位

与专业学位报考类型，不得自行
设置留校限额或名额。

通知要求，对推免工作程序
进行调整优化，推荐工作统一于
每年 9 月 25 日前结束，推荐工作
结束后启动接收录取工作，接收
录取工作统一于每年 10 月 25 日
前结束。推荐阶段招生单位不
得进行与考生签订接收录取协
议等工作，接收阶段不得开展推
荐工作。

研究生推免不再设留校限额

8 月 4 日，在南京青奥会柔道、摔跤比赛场地——南京龙江体
育馆，从事颁奖礼仪工作的志愿者进行训练。随着南京青奥会临
近，担任赛场礼仪、服务、播报、物资管理等各项工作的志愿者正加
紧进行实地岗位流程培训。 新华社发

青奥会志愿者进行岗位培训

▲8 月 4 日，在地
震救援现场，李克强
站在废墟上指挥大家
给救援官兵让路。

◀8 月 4 日，在云
南鲁甸地震震中龙头
山镇，救援人员在转
移伤员。

这是 8月 4日航拍的震中鲁甸县龙头山镇。

■灾情

7000余兵力救灾

（本栏文图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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