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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 民政部
网站23日发布信息称，为帮助四川做
好康定6.3级地震抗震救灾工作，财政
部、民政部向四川紧急下拨5000万元

中央救灾资金，用于康定地震灾区受灾
群众紧急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
倒损住房恢复重建和向因灾遇难人员
家属发放抚慰金。

财政部、民政部
紧急下拨5000万元

据新华社上海11月23日电（记
者贾远琨）记者23日从东航了解到，东
航首架民航救援客机飞赴康定地震灾
区运送救灾人员和物资。作为目前唯
一一家执飞成都—康定往返航班的航
空公司，东航四川分公司第一时间调
集运力架起空中生命线。

康定县发生6.3级地震后，东航迅

速反应，启动应急救援机制。东航四川
分公司各单位迅速行动，第一时间调配
人力物力，迅速落实救援运行保障工
作。

据悉，第二班救援航班MU5443
于10时许起飞。此外，为了架起通往
灾区的空中生命线，东航还锁定成都—
康定往返航班空余座位供救援使用。

东航首架救援客机飞赴灾区
运送救灾人员和物质

11月23日，救援人员抵达震中康定县塔公乡展开救灾。 新华社发

康定——她的名字，因为一首浪
漫的情歌而家喻户晓。

在过去，她曾是康巴藏区政治、经
济、文化、商贸中心和交通枢纽，是茶
马古道上汉藏往来的门户。如今，作
为四川甘孜州州府所在地，她在四川
藏区县域经济排名中稳居第一。

22日下午发生在这里的6.3级地
震，再次将“情歌故乡”带入人们视野，

22日，当记者和同事分别从地、
空分两路抵达康定时，看到康定城
内建筑无一垮塌，只有部分房屋出
现裂缝，在震中塔公乡，新华社航拍
的照片显示，当地民房没有大面积
损毁现象。

康定海拔2560米，距离成都320
公里。目前由于国道G318部分路段修
路，绕行石棉，总路程约为440公里。

地震发生后，四川立即启动地震2
级应急响应。四川公安、消防、医疗等
队伍赶赴灾区救援。两小时，甘孜州特
警支队派出的35人先头部队，就在支
队长向学马的带领下抵达震中塔公乡。

当记者同事23日凌晨赶到塔公乡
时，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已经在这里开
展工作，数十顶当地牧民群众自家的彩
色大帐篷已经搭好，蓝色的专用救灾帐
篷围绕在指挥部的周围。许多学生在
老师的带领下玩耍，唱起了歌。

作为川西重镇的康定，地震未造
成大规模人员伤亡，也折射出中国藏
区基础设施的提升。

记者的父辈曾说，上世纪70年代
从成都到康定，开车需要3天3夜。如

今，在交通顺畅的情况下，驾车仅需5
个小时，而随着雅康高速公路的开工，
未来这个时间将会更短。

藏族司机周龚在康定的亲戚们，
地震当天都住在自家的屋子里。“国家
每年在藏区建设上花了很多钱，现在
房子都牢固得很，要是退回去几十年，
发生地震的话就难说了。”

22日晚，地震后第一夜，康定情歌
广场上人们锅庄舞依旧。记者 吴光于

（据新华社成都11月23日电）

震后第一夜

康定情歌广场上锅庄舞依旧

据新华社四川康定11月23日电
（记者李华梁 萧永航）四川省甘孜藏
族自治州康定县发生6.3级地震后，记
者一路辗转，于23日清晨到达受灾最
为严重的康定县塔公乡多拉村，寒风
中，一顶顶棉帐篷，一碗碗热奶茶，让

人不仅身暖，心更暖。
记者赶到此地时，抗震救灾前线指

挥部已在这里开展工作。记者看到，数
十顶当地牧民群众自家的彩色大帐篷
已经搭好，蓝色的专用救灾帐篷围绕在
指挥部的周围。许多中小学生正在老
师带领下玩耍，有的还唱起歌来。

据康定县木雅祖庆学校教务副校
长梁山红介绍，地震发生时，该校
1800名左右学生有序撤离受损的校

舍，没有一人受伤。目前，学校老师将
学生集中在安全的空地上。由于学校
食堂受损不严重，仍能正常使用，10多
名食堂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学生们已
能吃上热腾腾的奶茶和馒头。

据甘孜藏族自治州州委书记胡昌
升介绍，整个安置点秩序井然，抗震救
灾工作正稳步推进，很快还将有大批
的棉帐篷、饮用水和方便食品运到，指
挥部将按需发放给受灾群众。

寒风中，一顶顶棉帐篷，一碗碗热奶茶……

塔公乡安置点身暖心更暖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 四川
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 6.3 级地
震发生后，正在斐济访问的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立即作出指示，要求四川省
和民政部等有关部门迅速组织力
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尽最大努力
减少人员伤亡。军队、武警等有关

方面要积极配合、大力支持地方开
展抢险救灾工作。要加强震情监
测，密切防范次生灾害。要妥善做
好受灾群众安置工作，保障基本生

活，确保安全过冬。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也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
实灾情，全力以赴组织抢险救援。

国家减灾委、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
部要密切关注，按照应急响应机制
视情派出工作组，指导帮助地方做
好抗震救灾工作。

习近平对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县6.3级地震作出指示要求

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
李克强就救灾工作作出批示

据新华社成都 11月 23日电 目
前，到达康定地震灾区的医疗队已达
11支。省、州（市）、县参与医疗救治的

专业医护人员共886人，卫生防疫工作
人员104人。目前，各医疗急救队已在
各救援点开展救援和防疫工作。

11支医疗队在灾区展开救援

这是木雅祖庆学校的小学生在安置点（11月23日摄）。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成都11月23日电 截
至23日20时，四川康定“11·22”地震
已造成5人死亡，54人受伤。地震还
造成康定、道孚、丹巴、九龙、泸定、雅
江6个县、55个乡镇受灾严重，受灾
群众7.9万多人。目前，抗震救灾各
项工作正有序推进。

记者23日在受灾最为严重的康
定县塔公乡多拉村看到，抗震救灾前
线指挥部已经在这里开展工作，在指
挥部一侧的民政物资发放点，许多救
灾专用帐篷已经送到，同时还配有棉
被、棉衣等御寒物资，民政工作人员正
在清点卡车运来的方便面、火腿肠。

记者从四川康定机场集团了解
到，距离震中仅30多公里的康定机场
运行正常。24日至25日，机场每天
早上 6 时将增加一班成都至康定
的航班，缓解震后航班运输压力。

地震已造成
5人遇难
54人受伤
7.9万多人受灾

11月23
日8时许，记
者在康定地
震震中塔公
乡 实 地 航
拍，震中民
房没有大面
积 损 毁 现
象，村民大
多在自家房
屋过夜，水
电 通 讯 皆
通。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成都11月23日电（记
者王迪）23日15时，四川甘孜藏族自
治州康定县新都桥镇新二村村民益西
康珠从新都桥信用社工作人员手中接
过1万元现金。这是灾区金融机构发
放的第一笔应急消费贷款，康定地震灾
区农村信用社应急专项贷款工作全面
启动。

甘孜州农信联社董事长钟小林介
绍，甘孜州农信联社已作出紧急工作安
排，并派出了若干工作组，在全面了解
村民和企业受灾情况基础上，优先发放
村民应急生活贷款，努力帮助受灾群众
和企业渡过难关。此后还将根据需要，
全力支持受灾企业恢复生产和灾区群
众重建家园。

第一笔应急消费贷款发放

新华社香港11月23日电（记者黄歆）香港九
龙石硖尾村美映楼22日中午发生气体爆炸事故。
截至23日下午7时，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12人受
伤，5名消防员危殆。23日下午，香港特区政府政务
司司长林郑月娥前往医院探望受伤消防员。

5名受伤消防员中，包括头部受重伤的消防总
队目梁国基。他目前仍在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林
郑月娥表示，对事件感到非常难过。她引述医生表
示，梁国基脑部受很大创伤，22日曾进行大型手术，
仍未脱离危险期，希望早日康复。

在事故中受伤的消防员，部分呼吸道被灼伤。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表示，部分人因为在爆炸
一刻吸入高温以及可能含有化学成分的浓烟，以致
呼吸道被灼伤，可能引起细菌感染，构成生命危险。

据了解，消防处已成立专案小组调查。消防处
22日表示，不排除死者打开煤气阀门自杀。

香港九龙气体爆炸
1人死亡，5名消防员危殆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专电（记者李江涛）
23日从北京大学获悉，学校已给予与女学生发生不
正当性关系的副教授余万里撤销教师职务、撤销教
师资格的处分，开除出教师队伍。

据媒体报道，近日，一名北大毕业生向北大纪检
部门进行实名举报，称该校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余
万里诱骗女留学生王某并发生不正当关系。

北大有关负责人23日表示，经调查有关事实，
根据学校教师管理的相关规定，经院系及学校党委
研究决定，给予余万里开除党籍、撤销教师职务、撤
销教师资格处分，开除出教师队伍。

与女学生发生不正当性关系

北大失德教师余万里
被开除出教师队伍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肖国亮）2015年
度军队文职人员统一招聘考试23日在全国42个城
市46个考场同时举行。参加考试的2万余名考生
将竞聘2203个文职人员岗位，平均报招比为10：1，
最高的达到208：1。

考试含公共科目和专业科目，成绩预计在2014
年12月底前公布，届时考生可登录中国人民解放军
专业技术人才网查询。

2万考生竞聘
2203个军队文职岗位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记者卢国强）北
京警方23日公布举报电话010－65245781，提醒社
会公众提高警惕，不要被冒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
员欺骗，并主动向警方举报该类非法活动行为。

记者23日从北京市国家安全局获悉，今年以来，
北京市警方已查处多起伪造、使用国家安全机关证
件、牌照，冒充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案件。

北京市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说，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反间谍法》，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任务
中依法享有优先通行、进入特殊场所、提请免检等职
权。一些犯罪团伙伪造国家安全机关的证件、车辆
牌照和警服标识从中牟利，个别人非法购买、使用这
些物品从事招摇撞骗活动，损害国家安全机关形象，
扰乱社会秩序，危害社会稳定。

对假冒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的行
为，北京警方表示，心存侥幸心理、踩踏法律底线必
将受到严惩。

北京警方设举报电话

邀公众举报冒牌“007”

巧克力兵马俑亮相西安
这是11月23日拍摄的巧克力兵马俑。
为迎接圣诞节，陕西西安香格里拉大酒店的10

个甜点师用10天时间、200斤巧克力创作完成近
300个戴圣诞帽的微缩兵马俑模型日前在酒店集体
亮相，吸引了公众的目光。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成都11月23日电 康定
地区很多地方是山区、牧区，群众有散
居的特点，此次地震造成的相关损失
统计难度颇大，仍在进行中。

康定震区温差很大。这个季节时
分，这里经常是正午的阳光晒得人睁
不开眼，夜晚温度又降至零下10摄氏

度，即使是在帐篷中，夜晚低温也令人
几乎彻夜难眠。

在康定县塔公乡抢险救灾的甘孜
州新都桥中心卫生院医生刘维思说：“这
儿是高寒地区，学生们住的都是帐篷。
虽然整体来说健康保障比较好，但一些
年纪小的孩子，得病、患感冒的比较多。”

震中康定县塔公乡副乡长宋莉告
诉记者，此次地震中塔公乡有7个村受
灾比较严重，受灾群众超过1000户，
地震造成大量的民房出现裂缝，并有
部分老旧房屋、牛棚、马棚垮塌。塔宋
莉表示，目前震中质量高、保暖性好的
帐篷缺口较大。

人员散居 低温寒冷

后续抗灾任务仍很艰巨

手记记者

灾情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记者邹伟 徐硙）
记者23日从公安部获悉，日前，在公安部统一指挥
下，山东等地公安机关成功破获一起涉及山东、河
南、湖北、河北、安徽、黑龙江、辽宁等7省的特大制
售毒腐竹案件。

此案破获过程中，公安机关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41名，打掉生产有毒有害添加物的窝点8个、生产
毒腐竹的窝点17个，查扣有毒有害食品添加物105
吨、毒腐竹3.3万余斤，涉案金额5000余万元。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此案是公安机关直接
从制售有毒有害添加物的源头切入、全环节摧毁有
毒有害食品犯罪网络的典型案件，是对此类案件传
统侦办模式的重大突破。今年初，公安部部署开展

“打击食品药品环境犯罪深化年”活动，截至目前，各
地已侦破制售假劣食品案件9000余起。

公安机关破获
特大制售毒腐竹案
涉及山东等7省 涉案金额5000余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