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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县车祸16死9伤

村民救人刨断指甲

昨日下午一辆货车和一辆客车相撞 导致客车翻落桥下 各方积极展开救援

昨日下午4点过， 成都商报记者赶到事

发现场，只见一辆装满砂石的大货车侧翻在

桥上， 一辆中巴车坠入桥下的小河沟中，损

毁比较严重。小河水很浅，只有四五十厘米

深，救援人员在现场刨砂石救援。

杨华祥是当地村民，在平桥开了家小卖

部，离事发现场只有几十米。事发当时，杨华

祥在一楼，妻子袁仕玉正在二楼，他们目睹

了这场车祸。“只听见砰的一声， 我从楼上

探出头来一看，只见一辆大货车和一辆相向

行驶的中巴车撞了。”袁仕玉说，两车相撞

后，她看见中巴车被撞下桥，在中巴车右侧

翻坠入河中的一瞬间，桥上的大货车也往右

侧翻， 这时货车里的砂石也倾倒入河中，将

中巴车掩埋，只剩下车头和车尾露在外面。

看到发生了车祸， 袁仕玉立即跑到现

场，和10多名村民加入救援行动。她在现场

看到，中巴车里的人基本都被掩埋，只有驾

驶员、 售票员以及2名乘客自救逃了出来。

“当驾驶员和售票员爬出来之后，也加入到

了救援行动中。”袁仕玉介绍，当时还有10

多名村民参与救援，大家都是徒手刨砂石救

人。在救援中，她看见车头有两个女的受伤，

于是将她们背了出来。

蒲波也是三汇开往渠县的中巴车司机，

和出事中巴车司机是同事。“中巴车10分钟

一班，当时罗燕在前面开，我在后面开，距离

只有100米左右。” 蒲波向成都商报记者介

绍，出事中巴车司机叫罗燕，车上的售票员

叫里小琴，该车核载为24人。当车祸发生后，

蒲波立即停车，加入到救援行动中，一起刨

砂石救人。车尾一名男子身体被掩埋，只露

出了一个头，还在不断叹气，袁仕玉等村民

和蒲波一起用铁锹将尾箱玻璃撬开，然后将

他救了出来，随后还救出一个女学生。

袁仕玉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不少村民的

指甲都刨掉了，还出了血。昨日下午，成都商

报记者看到， 袁仕玉一双手的指甲已经刨

断，她说，直到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他

们才撤离到一边。

昨日下午5时许， 渠县人民医院一工作

人员在电话中告诉记者，事情发生后，全院

出动了7辆救护车，前往事发地抢救伤员，院

方还通知了在家轮休的所有医护人员，让大

家紧急回院，投入到抢救工作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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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碟”状的候机楼镶嵌在海拔4411米的海子山上，

飞抵稻城亚丁机场，就如飞入电影《星球大战》中的场

景。今日上午，全球海拔最高机场———稻城亚丁机场将正

式开通成都-稻城往返航线航班，每天一班。成都到稻城

亚丁2天的车程将缩短为1小时的飞行距离。

昨日，来自稻城亚丁机场消息，目前所有通航前准备

工作就绪，由国航西南分公司空客A319客机执飞，成都

商报记者也将随着首飞航班前往稻城亚丁为广大读者打

前站。

“一切准备就绪，就等通航了。”康定机场副总经理、

亚丁机场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杨德贵介绍， 首航由国航

西南分公司空中客车A319客机执飞。

据介绍， 稻城亚丁机场位于甘孜藏族自治州南部稻城

县北部桑堆乡海子山上，海拔高度4411米，是目前世界上海

拔最高的民用机场。该项目总投资约15.8亿元，建设工期2年。

飞行区等级指标为4C，跑道长4200米，航站楼占地5000平方

米。2012年11月23日试飞成功，将于今日正式通航。

航站楼的设计， 打造成了视觉冲击力极强的太空飞

碟。“碟”盘的四周延伸出四条接引桥，可以同时停放4架

大型民用飞机。酷似外星“飞碟”状的候机楼、连绵起伏

的群山、牦牛安静地在草甸中巡游，空中鸟瞰，仿佛置身

于电影中星球大战的场景。

杨德贵介绍，目前稻城亚丁机场已开通成都航线，成

都（T2）起飞时间06：50，到达稻城时间7：55，返程时间

为8：55。 下一步拟开通绵阳、 泸州、宜

宾、丽江、昆明、北京、上海、广州等多条

航线。而在今年“十一”黄金周前，有望

开通重庆直飞亚丁航线。“十一” 黄金

周期间，成都直飞稻城亚丁的航班数量

将根据客流量进行调整。

“天上飞机即将到来，地上忙着盛

情迎客”。 面对预计涌入的庞大游客

量， 稻城方面准备充分。“全县日接待

量达1.2万人以上， 能够满足游客吃、

住、行、游、购、娱的各种需求。”稻城县

副县长，稻城亚丁机场总经理胡文勇介

绍。目前，稻城方面正在将接待容量扩

充，按照生态、精品的要求对宾馆饭店

进行提档升级，通航当天，甘孜州首家

五星级酒店“日松贡布” 酒店开门迎

客。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在建的四星级酒

店。 当地已组建了稻城县旅游客运公

司，以解决团队游客地接问题，同时，当

地还组建了稻城县自驾车俱乐部，解决

高端散客地接问题。

“香格里拉欢迎每位来客，来稻城

亚丁好吃，好玩！”胡文勇向游客发出

邀请。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明平

接报事故后，省安监局立即启动应急预

案。按刘捷副省长指示，省政府副秘书长、省

安委会副主任蔡竞率公安、 监察、 安监、交

通、卫生、教育、交警、检察院等省级部门负

责人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工作;省安委会

副主任、省安办主任、省安监局局长孙建军

和省安监局副局长苏国超带领相关处室负

责人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工作。

达州市委市政府和渠县县委政府立即

启动应急预案，立即率公安、安监等部门赶

赴现场全力组织救援工作。

昨晚9点过，成都商报记者从渠县官方

了解到“9·15”交通事故的最新情况：

2013年9月15日13：20达运集团渠县通林

公司客车(川S31500)，该车核载24人，由三汇

行至渠县李馥乡真武村5组平桥处(小地名：平

桥)， 与达州市亚通实业有限公司货车 (川

S37789)相撞，导致客车(川S31500)翻至桥下。

事故发生后， 渠县县委政府高度重视，

县委书记王善平、县长苟小莉指示，第一时

间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抢救生命，县委书记王

善平、政协主席许平、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熊长虹，副县长敬永香等领导第一时间率领

县政府办、公安、安监、交通、卫生、应急办、

消防队、运管、交警、路政和县人民医院等有

关部门立即赶往事故现场进行救援。

截至19时00分现场搜救结束，救援25人

（客车24人、货车1人），其中：死亡16人（学

生11人）、重伤5人、轻伤4人，目前县委政府

正全力做好事故调查、伤员救治等工作。

成都商报记者 邓成满 江龙 蒋麟 袁伟

达州新闻热线：

18581812266

全力救援 遇难者中包括11位学生

昨日下午1时20分左右，一辆车

牌号为川S31500的客车 （核载24

人，实载24人）行至渠县李馥乡真

武村5组，与一车牌号为S37789的货

车相撞，造成客车翻落到桥下，货车

发生侧翻后， 货箱里的鹅卵石和泥

土滚落下来，掉落进客车里。截至昨

日19时， 现场搜救结束， 救援25人

（客车24人、货车1人），其中：死亡

16人（学生11人）、重伤5人、轻伤4

人， 目前县委政府正全力做好事故

调查、伤员救治等工作。

昨日下午4时30许，成都商报记

者致电达州外国语学校一位罗姓负

责人，她称，正在赶往县人民医院的

路上，伤亡者情况不清楚，只知道大

家都在忙着救人。

昨日下午，回想当时的情形，目击者雷

先生和李清波（音）仍心有余悸，“太惨了，

一下子就把客车埋了。”

雷先生表示，事发地点“有个弯很大，客

车的速度有点慢，货车的速度有点快，一下

子就撞上去了。”雷先生说，客车被撞下距离

公路约6米的桥下后，货车也发生了侧翻，满

车鹅卵石将客车埋住后，客车内有几人自行

出来，很快赶到的消防等救出一些人。“听说

有20多个，一些是去读书的学生。”

对于事发经过，李清波和另一名目击者

燕先生表示认同，但对于人数，两人也表示，

听说是20多个。“这个车子大概是12点半从

三汇镇发车，1点多开到了这个地方和货车

撞了， 听说是货车没了刹车把车子撞下去

的。”燕先生说。

事发时，李清波大吃一惊，自己的干女

儿也是中午从三汇镇搭车去渠县。赶到现场

后，惨烈景象让李清波害怕不已：客车被压

扁了，泥沙等都涌入了车内，消防等正忙着

救人。一番联系后，李清波得知干女儿并没

有在出事的车上。“幸运啊，她去晚了点，没

有赶上这趟车，搭的是后面的一趟车。”

从别人口中得知这个车祸的消息后，渠

县三汇镇汇南乡干溪村4队的林泽山心里一

紧： 自己的两个外甥女回家看望生病的亲戚

后，就是搭该客车回学校。林泽山介绍，搭乘

该车的分别是大妹的女儿刘娟和二妹的女儿

李林霜（音）。“刘娟今年26岁，在渠县一个

学校教书， 李林霜今年16岁， 在渠县读幼

师。”林泽山说，“刘娟的女儿才一岁多点，她

远在重庆的老公也正在往家里赶。 现在还不

知道她们的生死。”

事故发生后，省安监局

立即启动紧急预案，达州市

委市政府和渠县县委政府

也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赶

赴现场全力组织救援工作。

渠县人民医院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 全院出动了7辆救护

车，前往事发地抢救伤员，院方

还通知了在家轮休的所有医护

人员，让大家紧急回院。

看到发生了车祸，村

民袁仕玉立即跑到现场，

她说，还有10多名村民一

起参与救援，大家都是徒

手刨砂石救人。

“太惨了，一下就把客车埋了”

目/击/

“驾驶员售票员逃生后立即救人”

救/援/

稻城亚丁机场今日通航

成都到稻城亚丁只有1小时飞行距离，成都商报记者将随首飞航班打前站

11日， 位于自贡市大安区仁和半岛小区的阳光贝贝

幼稚园，被家长发现变质食材。事发后，教育、卫生、食药

监等部门对该幼稚园的食品进行了查封， 该幼稚园园长

被警方控制。昨日，大安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向幼稚园幼儿家长通报了13个批次送检食品的检验报

告，其中有5个批次送检食品被检验为不合格，大都存在

发霉、蛀虫、变质等问题。

据了解， 大安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共监督抽检了

仁和半岛阳光贝贝幼稚园内21个批次食品， 目前有14个

批次送检食品的检验报告已出， 其中食堂用盐的检验报

告已通报。昨日上午，大安区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通报了检验报

告，其中，花生仁、绿豆、八宝粥、糯米、

红米等5个批次送检食品被检验为不合

格，大都存在发霉、蛀虫、变质等问题。

该负责人表示， 为了保证检验的科学

性、准确性，剩余7个批次送检食品的检

验报告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出炉，

部门将及时予以通报。

成都商报记者 袁伟

5批次送检食品不合格 有发霉、蛀虫等问题

幼稚园现“霉米臭面” 园长被控制 追踪

紧急救援

客车被撞后翻下桥，货车中的砂石灌进客车 汤俊杰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