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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发生后，成都市旅游
局成立了导游救助志愿者服
务队、旅游保险救助服务队开
展应急救援和善后处置等相
关工作，并牵头在绵阳市设立
了地震游客服务站。另外，成
都市旅游局已要求旅行社做
好近期前往九黄线的游客的
劝导和解释工作，对已签合同

的游客，要尽量劝导其调整线
路行程或主动协调办理退团
手续，暂停组织旅游团队前往
九寨沟-黄龙旅游。目前，成都
市旅游饭店已发起爱心接力，
截至昨日20时许，已有47家旅
游饭店准备好上千房间用于
安置游客。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随着大巴车抵达成都，王永梅带
着儿子和女儿，跟着疏散队伍前进。
凌晨4点从九寨沟丛牙村花语客栈疏
散，到抵达成都，王永梅和孩子们历
时整整12个小时。

“地震后两秒才反应过来。”王永
梅是广东人，此次出游，从阳朔、重
庆、成都一路玩到九寨沟，刚到第一
天，就遇到了地震、

“大家很害怕，有女孩子哭了起
来。”王永梅说。但很快，人群安静下

来——虽然晃得厉害，但并没有发生
房屋倒塌。

“不到两个小时，路上就有很多救
护车、警车。”和王永梅同住在花语客
栈的武汉游客陈平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救护人员、警察很快赶到，隔壁酒
店开始讲解撤离事宜，游客们逐渐放
松下来，裹着棉被在空地围坐休息。

“客栈老板后来找了车把我们40
多名游客送了出去。”陈平告诉成都
商报记者，凌晨4点左右，丛牙村附近

的游客已疏散了大半。“一路上很多
车，救护车、警车不断开进去。”

抵达九寨沟县城，王永梅他们很
快坐上了去绵阳的车。“绵阳聚集了很
多救援车，秩序非常好。”王永梅说，从
绵阳到成都路况不错，秩序也很好，车
上有饼干和矿泉水，自己放心下来。

“我们打算先在成都玩一天再
回去。”王永梅表示，很喜欢四川，要
和孩子们继续在成都游玩。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叶燕

灾情发生后，四川省环保系统
多支应急监测队伍相继挺进震中。
据悉，九寨沟县城污水处理厂、漳扎
污水处理厂、天堂污水处理厂三厂
厂区及污水池存在不同程度的损
坏，但尚未发现污染现象。垃圾填场
渗滤液池完好，坝体无损伤。

九寨沟县是成都大学精准扶贫
对口帮扶点。地震发生后，学校及时
与当地党委政府领导联络，了解帮
扶需求，对附属医院开展地震医疗
救援作出指示。各学院第一时间排
查九寨沟籍学生情况，确保学生安
全平安。
成都商报记者 钟茜妮 李彦琴 张
肇婷 韩利 赵雨欣

成都商报记者从国网四川电力
公司获悉，截至8月9日17时，九寨沟
县因地震停运的29条10千伏线路，
有27条已经恢复供电。目前，国网四
川电力已经调整供电方式，通过川
主寺变电站向受灾地区临时供电。

“从地震发生到现在，我还
没有合过眼，当然不光是我，九
寨沟县所有参与抢险救灾的人
员，也基本上都没睡过。”8月9
日16时，距地震发生已过去了
近20个小时，九寨沟县委常委
吴成立一直在安排疏散游客的
工作。吴成立的另一个身份，是
成都市对口援藏干部，这样的
干部，在九寨沟县共有36人。

吴成立介绍，地震发生
时他人在县城，随后九寨沟
县委立即召集党委政府干
部，商议抗震救灾。分派完任
务后，吴成立按县委要求，到
震中漳扎镇疏散游客，维护
秩序。“从县城到漳扎镇，我
们一边赶路，一边随时处理
路上遇到的问题。”

“最主要的工作及时疏
散游客，保障大家的安全。按
照既定目标，我们要在9日18
时完成疏散任务，这个任务
很重，但是我们有信心也有
能力完成。”眼下正值九寨沟
的旅游旺季，有数以万计的
游客在漳扎镇过夜，包括吴
成立在内的所有九寨沟县抗
震救灾人员，从地震发生到9

日下午，一分钟都没休息过。
“没合过眼的人何止我一

个，解放军，武警官兵，省、州、
县上的干部、民警、医务人员，
基本上都没睡过。我们成都来
的援藏干部，全都在自己的岗
位上，完成自己应尽的职责。”
在电话里接受成都商报记者
采访时，吴成立还不时放下电
话，安排手中的工作，和成都
商报记者简短交代情况后，就
匆匆挂断电话，继续完成疏散
游客的任务。

在到九寨沟县做援藏干
部前，吴成立在邛崃市任职。
地震发生后，邛崃市委市政府
立即与对口援建的九寨沟县
取得联系，36名邛崃驻九寨沟
县援藏干部迅速投入救援行
动。邛崃当地的紧急救援行动
也随即展开。8日晚10点半，邛
崃市医疗中心医院第一批医
疗救护队员已全部到位奔赴
灾区。同时，首批400余顶帐
篷、300余套棉衣、1200余床棉
被等救援物资已筹备到位；
100万元救灾款9日拨付九寨
沟县。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省经信委：
组织排查从成都紧急调油

四川九寨沟县7.0级地震发生后，作为全省“首位城市”的成都立即行动起
来，积极开展对灾区的救援救助，表达对灾区群众的一片爱心、一份深情

9日下午4时15分，20辆客运大
巴鱼贯驶入成都东站汽车客运站，拖
着行李的旅客陆续下车。这是第一批
通过公路客运从九寨沟返回成都的
旅客，共计800人。成都商报记者从
成都市交委获悉，这批旅客先由阿坝
州转运至绵阳平武，再由平武转运至
成都东站汽车客运站。

成都东站汽车客运站专门设立
“九寨沟地震应急疏散中心”，分组引

导旅客在此通过长途客车、公交车、地
铁、铁路等方式转运；另有约180人需
乘飞机离开成都的，由5辆大客车免费
送到机场。“九寨沟地震应急疏散中
心”将开启24小时不间断服务，准备了
面包、饼干、矿泉水、方便面和热水，以
及速效救心丸、降压药、防暑降温等常
用药，供九寨沟旅客免费取用。

市交委运管处储备应急运力160
余辆。9日下午5时左右，50辆应急运

力赶赴绵阳市平武县参加旅客转运工
作。晚8时，又有80辆应急运力集结完
毕，连夜赶赴转运点参与疏散运工作。

据悉，10日凌晨，预计又有约
1000名游客通过大巴转运至成都，分
别在茶店子客运站和成都东站汽车
客运站下车。茶店子客运站通宵不闭
站，提供饮水、饮食、简单医疗等便民
服务，并组织5辆大型客车用于输运
旅客至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点。

抵达成都一下大巴车，伍太太就
牵着一个孩子飞奔向卫生间。来自深
圳的伍先生夫妇趁暑假带着两个孩
子到九寨沟游玩，他们选择了自由
行，住在一个藏族同胞经营的酒店。
游玩两天后，他们买了8月9日到成都
的车票，准备从成都返回深圳。

临行前一晚，伍先生正坐在酒店
大厅跟藏族老板聊天，突然一阵剧烈
的晃动。伍先生跟着人群跑到户外，

妻子也带着孩子冲了出来。伍先生回
忆，藏族老板是一位30来岁的小伙
子，他先把跑出来的人带去平地，然
后回到酒店一间房一间房地查看，所
幸住店的旅客都在，无人受伤。

九寨沟的夜晚，气温很低。这位藏
族小伙冒着余震的危险，毅然跑回酒
店，给大家拿衣服和鞋子。“真的很感
激他，非常热情也非常勇敢”，伍先生
很激动，“他帮我们把所有行李都拿了

出来”。晚上10时过，伍先生等几人又跟
着老板回酒店，把被褥都拿了出来。

9日凌晨2时许，在老板建议下，旅
客们纷纷坐车去县城。，经过三四个小
时到达九寨沟县客运站，随后乘坐转运
客车到达平武。“饿了一晚，终于有吃
的了。”在平武，救援井然有序，食物
和水免费提供。先前惊魂未定的伍先
生心情平复了很多。“愿你（九寨沟）
美景如初，我还会再来！”伍先生说。

深圳游客伍先生：感谢当地酒店老板 冒险拿回所有行李

广东游客王永梅：疏散途中秩序很好 打算在成都继续游玩

成都对口援藏干部连夜作战参与抢险救灾

“黑夜白天连轴转
所有人基本没合眼”

地震发生后，省经信委第一时
间启动应急预案，迅速组织对灾区
电力、成品油设施设备进行排查抢
修。漳扎加油站由于供油管道破坏
严重，无法加油，中石油九寨沟片区
已经安排从成都紧急调油。

国网四川电力：
27条10千伏线路恢复供电

成都商报记者9日晚从成都市交委
获悉，为保障九寨沟地震灾区到蓉旅客
及时疏散，成都市公交集团在成都东
站、成都站及茶店子客运站安排应急运
力，开行灾区返蓉旅客疏散专线。

其中，成都东站13条既有公交线

路增加运力投入，夜间开行沿二环至
成都站专线公交。此外，常规线路收
车之后，沿二环路开行成都东站至成
都站单向疏运班车。

针对成都站K205、K1363等18趟
晚点列车，增加298路线路班次。此

外，另开行二环夜间双向循环公交。
茶店子客运站开行至双桥子公交

站专线公交3条。专线一：沿4路走向，
专线二：沿二环路逆时针走向，专线
三：沿二环路顺时针走向，沿途站点均
可下客。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成都47家旅游饭店
准备好上千房间安置游客

成都公交开行通宵旅客疏散专线同 步 播 报

环保系统：
多支应急监测队挺进震中

为保障救灾车辆尽快通行，8月8
日23时53分起，成都交警在红星路武
成大街路口至成绵高速成都收费站
一线开辟救灾专用通道，禁止社会车
辆驶入。地震发生后至9日上午6时30
分，成都交警共保障153辆救援车辆
顺利通行。全省公安交警部门共投入
抢险救灾警力1636人，全力保障灾区
沿线道路畅通。

成都交警：
连夜保障生命通道顺畅

成都大学：
第一时间排查学生情况

9日下
午4时15
分，20辆
应急救援
大巴车满
载800名
游客，从
九寨沟回
到成都

摄影记者
王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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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大转移
“到成都，放心了，继续游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