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救援队抵达龙
头山镇，随后赶往
八宝村，一路塌方
不断。

11:25
塌方路段经清

理可勉强通行，由
于情况危险，救援
队员需飞跑通过。

10:00
山体塌方，落

石不断，救援队伍
只能等待道路清
理后通过。

9:00
三亚市红十

字灾害应急救援
队出发，前往八宝
村救援。

7:30
救援队终于抵

达八宝村，展开救
援，指导村民灾后
防疫。

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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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牙叉8月6日电（记者杨勇 通讯员钟
少勇）记者今天从白沙黎族自治县纪委获悉，该县
疾病防控中心主任罗后富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用公款印制寄送台历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去年12月底，罗后富联系江苏省宿迁市沭阳
县某礼品经营部制作3000本台历。台历制作后，
该疾控中心利用2013年中央补助地方疾控防治
项目专项资金，从中提取5.6万元支付台历印制
费等。为便于报账，罗后富要求该礼品经营部不
以台历而以“宣传泡沫板和预防接种知识读本”的
名称开具发票。今年元旦前后，白沙疾控中心将
已制作好的台历发放到全县24个卫生院。

白沙纪委认为，罗后富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
央纪委《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
品的通知》以及《中共海南省纪委关于严明纪律严
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等有
关规定，已构成失职、渎职错误。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及《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有关规定，白沙纪委给予罗后
富党内警告处分；白沙监察局给予罗后富行政警
告处分。

本报八所8月6日电（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符
会春）今天，东方市纪委再次集中通报27起违纪
违法案件，37人被点名处分。

记者了解到，通报中，东方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及
行政撤职以上重处分19人，开除党籍14人，留党察
看2人，撤销党内职务3人；行政开除4人，行政撤职
3人；处分科级干部11人。此次通报的案件涉及党
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宴请、公款旅游等违反廉洁自
律规定类的案例达11起，贪污贿赂类9起，违反财经
纪律类、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类、妨害社会管理秩
序类以及失职、渎职类的案件各1至2起不等。

其中，该市粮食储备公司原党支部书记、原经
理吉进海于2013年1月至4月期间，违规将公款
120万元借给他人进行营利活动，市纪委给予其
撤销党内职务处分；该市住建局原党组成员、副局
长符永立于2011年至2013年期间，在报建审批
工作中收受他人财物，经市委、市政府批准，市纪
委、市监察局分别给予其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
（按科员安排）处分；该市住建局原党组副书记、党
支部书记、副局长李益智于2011年期间，在报建
审批工作中收受他人财物，经市委、市政府批准，
市纪委、市监察局分别给予其留党察看一年、行政
撤职（按科员安排）处分；该市政府办原副主任、法
制办原主任黄仪于2011年至2013年期间，在政
府拆迁等工作中利用职务便利多次收受他人贿
赂，经市委、市政府批准，市纪委、市监察局分别给
予其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处分等。

据悉，今年以来，东方市纪委共立案33宗42人，
涉及科级干部16人，挽回经济损失112.99万元。为
严明纪律、充分发挥典型案件的警示教育作用，形成
震慑，该市已经分5次通报了9起典型个案。

东方市纪委负责人表示，将坚持曝光通报形
成震慑，加大对“庸懒散奢贪”、“吃拿卡要拖”等不
正之风的持续整治力度，形成长效机制。

东方集中通报27起违纪违法案件

37人被点名处分

白沙疾控中心主任
公款印台历受处分

大爱同心 云南鲁甸抗震救灾直击

现场直击

三亚救援队冒飞石爬进八宝村救灾

本报海口8月6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袁洪量）8月3日，云南省昭通市
鲁甸县等地发生6.5级地震，给当地群
众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今天，
根据中国青基会统一部署，团省委、省
青少年希望基金会启动“希望工程昭通
紧急救灾助学行动”，号召全省各级团
青组织、广大青少年和社会各界爱心人
士向昭通开展捐款捐物活动，帮助灾区

学子渡过难关，早日重返校园。
资助项目如下：
1、每名受灾小学（初中）生资助标

准1000元；2、每名受灾高中（职校）生
资助标准3000元；3、每名受灾大学新
生资助标准5000元；4、每个受灾特困
学生家庭资助标准10000元。

捐款方式如下：
1、现场捐款。地址：海口市文明东

路210号团省委大院，捐款热线电话：
65332914；2、银行转账或现金存款捐
赠。转账或直接存款至海南省青少年
希望基金会账户。户名：海南省青少年
希望基金会，开户行：中行海口市文明东
支行，账号：2650 0257 4085；3、邮政
汇款。收款人地址：海口市文明东路
210号团省委大院，收款人：海南省青少
年希望基金会，邮政编码：570203。

本报海口8月 6日讯（记者张谯
星 通讯员方宗琪 胡权）记者今天从武
警海南总队一支队获悉，云南鲁甸地震
发生后，武警工化救援中队立即启动地
震救援一级响应机制，按照“装备上车、
全员待命”的要求，全力做好赴鲁甸抗
震救灾准备。

据了解，工化救援中队通常由30
人组成，装备齐全，技术过硬，出动迅
速，可一人多专、一专多能，具备侦检

搜索、破拆顶撑、障碍物移除、高空救
援、医疗救护等综合功能，是海南唯
一一支地震救援的专业分队。该救
援中队的装备器材以车代库，分类存
放，装备分为搜索、剪切、切割、凿
破、顶撑、牵拉、防护等 110 类 1600
余件。

该救援中队负责人告诉记者，现
在只等一声令下，随时可赶赴抗震救
灾一线。

海南武警工化救援中队全员待命

一声令下即赴震区救援

■ 本报特派记者 于伟慧

云南鲁甸县龙头山镇八宝村，这个
由23个村小组组成的村子，是本次地
震的重灾区之一，却罕有关于此处的信
息传出———它处于峡谷的最深处，一
场大地震后，与外界几近隔绝。最为复
杂的情形是，救援者需要背着伤员攀上

陡峭的山壁，并走上数十公里的山路才
能将伤员送出。

7时30分，三亚市红十字灾害应急
救援队前往八宝村参加救援。由于小
寨镇到龙头山镇的道路塌方，道路实施
管制，队员只能徒步前往。

9时，队员走到距离龙头山镇6公
里处，山体再次出现塌方，即使是徒步
前进，也无法通行，整个队伍只能等待。

据交警介绍，前方塌方清理需要40
分钟，而这40分钟，对于每一个人都是一

种煎熬。路的右方是陡峭的山壁，上面
巨石半悬，落石不断，路的左边就是悬崖，
崖下是湍急的河水。每一个队员都既要
看着头上，又要注意脚下，前方刚刚清理
好的道路，又开始塌方，滑落的碎石，每落
一颗，大家的心都会提到嗓子眼。

10时，塌方的路段勉强恢复通行，救
援队员要注意碎石，尽快通行，大家背着
救援装备，一边看着山上，一边拼命地往
前跑，“快跑！快跑！快点”挖掘机和装载
机横在塌方路段，为大家形成一道屏障，

但若悬崖上的巨石掉下来，顷刻间就会把
挖掘机砸烂。背着几十公斤的装备，大家
一口气跑了四五百米，终于过了塌方区。

11时25分，救援队全体队员抵达
龙头山镇，经过和镇上的工作人员了解
情况后，救援队赶往八宝村。

进入八宝村，只有一条路。从龙头山
镇出发，刚刚出了龙头山镇龙泉村，就遇
到了一个塌方路段，所有的队员要手脚并
用，才能爬过这段塌方区；大塌方刚过，紧
接着又是一个塌方，泥土、石块，都在挑战

着每一位队员，一连爬过了十几个塌方，
14时35分，三亚救援队终于抵达八宝村。

八宝村红石岩的一个农民说，地震
当晚，山上下起了暴雨，此时房屋已近
全毁，几十个人想要逃跑，发现到龙头
山镇的道路已经断了，只能绕道翠屏，
翠屏的路也不通。

听完村民的介绍，三亚救援队立即在
村民的指引下，一队投入到人员的搜救之
中，另外一队给村民查看伤势，指导村民
灾后防疫。（本报云南鲁甸8月6日电）

本报三亚8月6日电（记者林容宇 通讯员徐
吉吉 陈帅）今天上午10时20分，海汽集团一辆从
三亚到黄流的大巴车在西线高速279公里处发生
侧翻。目前15位伤者正在海南省农垦三亚医院
接受治疗，均无生命危险。

据初步调查，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驾
驶员雨天行车过程中，发现险情后操作不当，致使
车辆失控碰撞中间护栏后侧翻，事故的其他原因
正在调查当中。

又讯（记者林容宇 通讯员徐 吉吉 ）日前，三亚发
生一起无证摩托车、三轮车相撞事故，摩托车乘车
人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经交警认定，当事双方驾驶人都是驾驶无号牌
的机动车，且在没有中心线的道路上行驶时，遇相
对方向来车，未减速靠右行驶，因此双方驾驶人需
共同承担此次事故的责任。

海汽大巴高速路上侧翻
车上15人受伤 均无生命危险

热饭有了，大白菜也有了
8月6日 龙头山 晴灾区日记

■ 本报特派记者 于伟慧

8月6日，鲁甸地震第4天，今天
一早，记者跟随三亚市红十字灾害应
急救援队再次前往龙头山镇，就在昨
天，我们艰难地进入了龙头山镇光明
村，今天的目标是龙头山镇八宝村，
可是今天进入八宝村的难度远远高
于昨天，进入后，看到受灾情况也远
远比昨天更为严重。

直升机运送物资
早上7时半出发，到达龙头山镇

镇政府所在地的龙泉村，已经接近
12时，一路塌方与滚石，真是提心吊
胆。

进入龙头山镇，一些老房屋已倒
塌，道路损坏十分严重，龙头山镇上
的一条河流把该镇分为南区和北区，
由于山体塌方，南区进入北区的道路
完全堵住，一临时铁桥成为镇上运送
物资的唯一通道。

在镇上龙泉中心小学前的一片
空地上，安置着大量救灾帐篷供百姓
居住。

两架大型直升机正在往灾区运
送物资，灾区的百姓有序地领取饮用
水和生活必备物资。

灾区群众吃上热饭
救援队在龙头山镇的补给点位

于龙头山镇中心小学，在小学操场

上，有各个救援队的驻点。
中午在该小学的操场上，有米饭

和热菜供应，我们看到，热菜有青椒
土豆丝、清炒茄子和清炒大白菜，受
灾群众和救援人员正在排队领取热
饭。

随后，我们又前往其他救灾安置
点，看到在各个安置点都有热饭供
应，在受灾十分严重的龙头山镇，能
保障热饭热菜的供应实属不易。

进入西屏村受阻
徒步进入到龙头山镇后，我们得

知该镇的西屏村受灾较严重，就赶往
西屏村。

刚刚出龙头山镇墟不足两公里，
去往西屏村的路就被山体滑坡堵住
了，武警抢修队正在积极地抢修。

在等了近一个小时后，道路勉强
恢复通行，但是行进不到一公里，山
体再次塌方，我们与摩托车司机和几
个当地老乡一起把摩托车抬过塌方
路段，继续前行。

行进不到两公里，山体再次大面
积滑坡，正在抢修的武警告诉我们，
昨天通往西屏村的路已抢通，但昨
晚，多处山体又出现塌方，预计明天
才能抢通，今天无论如何进入西屏村
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于是，我们决
定折返一段路，赶往另一重灾区八宝
村。

（本报云南鲁甸8月6日电）

我省启动希望工程昭通救灾助学行动

8月6日，三亚市红十字
灾害救援队与另一救援队放弃
重装备，徒步突进重灾区。

本报特派记者 武威 摄
龙头山镇中心小学旁，救灾帐篷整齐地排列在空地上，一侧架

起一排锅灶，灾区群众已有基本生活保障。 本报特派记者 武威 摄

8月6日，三亚市红十字灾害救援队突进重灾区，途遇受伤儿童鲍向松，救援队队长陈锐为他查看伤势。
本报特派记者 武威 摄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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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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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
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