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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五年施工，全长2.6公里的造桥大潭环

湖步道8月6日正式启用，当天还举办“夏日漫游

大潭走读”活动，吸引不少民众率先体验环湖步

道的水岸风情。大潭紧邻台一线、高铁苗栗站，

交通便利，加上湖光山色风景宜人，环湖步道启

用后，将成为苗栗观光新亮点。

造桥乡新亮点
大潭环湖步道启用

台中市水肥资源处理中心换新装，围墙周边

种下4800株植栽，从原本冰冷的铁皮围篱摇身

一变为绿意盎然的植栽墙，让围墙外观焕然一

新。水肥设施传统上有难以亲近的刻板印象，通

过围墙绿色造景，并规划雨水回收槽浇灌，让资

源循环再利用，希望藉由友善环境的措施，拉近

与民众的距离。当地邻里对此纷纷给予肯定，称

赞原本的“冷设施”已变成“好厝边”。

台中水肥中心换新装
要当“好厝边”

获全台网络票选第一的“乌来峡谷马拉松”，

将于明年1月7日在新北市乌来区举办，限额

5000人。赛事奖牌及跑衣等由设计大师萧青阳

操刀制作，本届加码申请赛道丈量国际认证，更

以“台湾大人会做的3件事”为号召，鼓励选手完

成“登玉山、游日月潭、跑乌峡马”壮举，以运动旅

游推广乌来观光。

乌来峡谷马拉松
明年元月开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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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从2017年开始，对
经过核实核准的建档立卡贫困白内障患者进行免

费救治。到2020年，实现对建档立卡白内障患者

免费救治全覆盖，并建立长效机制。国务院扶贫办

与国家卫生计生委日前联合印发《“光明扶贫工程”

工作方案》，为实现全面小康提供健康保障。

方案要求，要以保证质量、方便患者、管理

规范为原则，确定定点医院，定点医院原则上设

置在县级医院，并属于医保定点医院。制定诊疗

方案，优先选择安全有效、经济适宜的诊疗技术

和药品。

整合资金，免费救治。方案要求，各地要充

分发挥基本医保的保障作用。经医保报销之后

的个人自付部分费用，由国务院扶贫办通过中国

扶贫志愿服务促进会、中国社会扶贫网动员社会

力量，整合社会资金兜底解决，实现免费救治。

两部门印发“光明扶贫”方案
免费救治贫困白内障患者

九寨沟7级地震救灾工作有序进行
8月8日21时19分，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发生7.0级地震，截至9日18时25分，经初步核查，地震已致19人死亡，263人受伤，伤者中，10人重伤（危重3人），253人轻伤。

截至9日16时30分，地震灾区已安全转移近6万名游客和外来务工人员。目前，有关部门还在争分夺秒全力排查剩余游客，各级各部门抗震救灾工作有序进行，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稳妥进行，
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有干净的水喝、有衣穿、有临时医疗救助、有临时安全住处。

8月9日，救援人员进入地震中受损的
九寨天堂洲际大饭店大堂进行搜救

救援进展

国家减灾委、民政部9日凌晨

紧急启动国家Ⅲ级救灾应急响应，

国家减灾委、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

部组成联合工作组赶赴灾区指导

救灾工作；国家卫计委已安排云

南、重庆、陕西等省份的国家卫生

应急队伍和国家级医疗、防疫、心

理专家随时待命，根据需要及时驰

援；四川省交通运输厅迅速启动交

通运输I级应急响应。

地震发生后武警部队连夜作

出部署，全力以赴投入抢险救援。

截至9日10时，武警部队166名官

兵奋战救援一线，另有1200余名

官兵、67台（套）装备机械担负抢

险救援任务。

四川九寨沟发生地震后，西部

战区联指连夜作出部署，就近派遣战

区陆军、战区空军、四川省军区、西宁

联保中心的陆航、工兵、医疗、民兵等

多军兵种展开救援。截至9日18时，

西部战区共出动兵力1285人，各

类车辆90辆、各型飞机9架。

据前方记者介绍，目前县城内

水电通信已基本恢复正常，在物资

保障方面，全县所有日常生活用品

能够正常保供，相关超市正在积极

组织补充货源。

各方驰援

地震发生后，有关部委、央企、

兄弟省份启动应急响应，驰援地震

灾区。

截至9日8时，已有20余家中

央企业派出救援力量奔赴一线抢

险救灾。此外，还有多家央企调集

人员物资投入救援。中国建筑开

展项目排查，安排项目员工救助附

近受灾群众；新兴际华调集帐篷、

应急抢险救援车辆、炊事车、医疗

卫生车、净水车等后勤保障装备；

华润集团华润怡宝首批1000件赈

灾用水，已有500件到达政府调配

中心；中国中铁二局成兰铁路项目

距震中66公里，项目部首批救援

队伍已奔赴震中，后续队伍正在集

结。交通部、民航局启动应急预

案，部署民航救灾，灾区道路抢通

和救灾工作。

贵州省多支救援力量紧急赶

赴灾区参与救援，贵州省地震局组

成4人应急救援工作队连夜驰援

震中地区，消防总队也已做好准备

随时跨区域增援。

重庆市地震局、驻渝武警水电

部队等立即开展应急工作，赶赴震

区救援。

后续灾情会扩大吗

据阿坝州防震减灾局报告，此

次地震震中位置位于阿坝州九寨

沟县漳扎镇，震区当地人口密度为

6人/平方公里，九寨沟县人口密度

15人/平方公里。专家会商认为在

震区近几日仍存在发生6级左右

余震的可能。

另据中央气象台预计，9日夜

间至10日，九寨沟震区以多云天

气为主，午后有分散性小阵雨；11

日将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30摄

氏度。

青山绿水是否损坏

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发

布消息称，从9日起停止接待游

客。同时，面对网传九寨沟景区形

成堰塞湖消息，四川省水利厅表

示，九寨沟盆景滩以上、火花海以

下并未形成堰塞湖。目前，受堵塞

河道已经正常过流。

据前方记者报道，风景区是否

遭受损坏还需进一步核查。

四川、新疆地震没有关联

据国家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

间2017年8月9日7时27分，在新

疆博尔塔拉州精河县附近（北纬

44.27度，东经82.89度）发生6.6级

地震，震源深度约11公里。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报

部主任蒋海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从地质构造而言，四川、新疆

地震没有直接关系。 （新华）

据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四

川九寨沟县发生7.0级地震后，有

部分社会力量自发开展救灾捐赠

等活动，民政部针对此于9日发

布关于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四川九

寨沟7.0级地震抗震救灾的公告，

明确作出非灾区民间救援队等不

要自行前往灾区、未与灾区确认

需求建议不要捐赠物资等4点提

示。

提示一：非灾区民间救援队

等不要自行前往灾区。公告指

出，目前灾区尚处于紧急救援阶

段，作业空间有限，且交通、通信、

住宿条件不便，建议非灾区民间

救援队等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在现

阶段不要自行前往灾区；已进入

灾区的，要自觉接受当地抗震救

灾指挥机构的统筹协调。紧急救

援阶段结束后，有意愿参与灾害

救助和灾后恢复重建的社会组织

和志愿者，由灾区抗震救灾指挥

机构根据实际需要统筹安排相关

工作。

提示二：未与灾区有关机构确

认需求，建议不要捐赠物资。公告

表示，对于社会各界有捐赠意愿的

单位和个人，倡导通过依法登记、

有救灾宗旨且有公募资格的社会

组织和灾区民政部门进行捐赠，捐

赠以资金为主。社会组织应按照

捐赠人的意愿、灾区应急救灾和恢

复重建需求使用救灾捐赠资金。

未与灾区有关机构确认需求，建议

不要捐赠物资，避免造成积压和资

源浪费。

提示三：接收使用捐款的社

会组织应主动公布收支明细。公

告要求，开展公开募捐活动的社

会组织应依法依规发布募捐方

案，在接收和使用捐赠资金过程

中应定期公布详细的收入和支出

明细，并保证信息长期可查询。

灾区有关机构在发放和使用救灾

捐赠资金时，应向受益人明确告

知资金的来源和性质；重建阶段

应定期向社会公开所接收救灾捐

赠资金的总额、拨付使用和重建

项目进展等信息，主动接受捐赠

人和社会的监督。

提示四：对社会捐赠要加强统

计报送接受监督。公告要求，按照

谁接收、谁统计和在地统计原则，

接收捐赠的社会组织应按照规定

加强捐赠款物数据的统计和汇总，

及时向同级民政部门报送统计数

据，各级民政部门按要求逐级汇总

上报数据、定期在门户网站公布同

级社会组织的数据报送情况，接受

社会监督。

想参与救灾 这4点要先了解

▲8月9日，当地组织车辆转移滞留游客

九黄机场至震中的“生命通道”打通
记者从9日举行的指挥部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川主寺至地震震

中漳扎镇已经打通救援便道，可供

抢险救援机械、越野车辆单车道应

急通行。这表明，救援力量可以经

九黄机场直达震中。

截至8月9日17时30分，经过

近20小时的连续奋战，川主寺至

九寨沟公路上四寨至九倒拐因灾

断道处已抢通，标志着川九路受损

路段全线抢通。

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

长杨克宁向新华社记者透露，近两

公里长的受损路段上共有5处塌

方点，其中最长的有200米。目

前，这一便道仅供抢险救援机械、

越野车辆单车道应急通行。

9日14时，九寨天堂塌方点，

在九倒拐122林区内陆续有170余

名受困人员被解救出来，其中将近

半数轻伤，8人重伤。这些人多为

自驾或乘大巴而来的游客，地震

后，受困于林区，解救出来的伤员

已被送往医院救治。

（新华）

九寨沟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报

部主任蒋海昆表示，从断层活动类

型来看，这次地震是水平推挤，即

“走滑型地震”，这也是中国大陆最

常见的地震类型。他告诉记者：

“无论是逆冲型地震，还是走滑型

地震，只要靠近断层的地方，都会

有比较大的破坏。”

专家介绍，此次地震发生的地

区是地震多发区域，地震震中位于

岷江断裂、塔藏断裂和虎牙断裂附

近，发震构造推测为塔藏断裂南侧

分支和虎牙断裂北段。

蒋海昆表示，此次地震与

“‘5�12’汶川地震”总体都属于巴
颜喀拉块体周边的地震活动。巴

颜喀拉块体为昆仑山东延部分，该

块体地震较为活跃，巴颜喀拉块体

正面推挤产生了“‘5�12’汶川地
震”，这次地震与该块体南东向推

挤有关系。

关注新疆精河6.6级地震

▲8月9日，在新疆精河县托里镇叶里斯南也肯村救灾安置点，受
灾群众在吃抓饭

新疆精河县6.6级地震
造成32人受伤千余房屋受损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8月9日

电 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

委宣传部获悉，截至20时，地震

共造成精河县32人受伤，其中2

人重伤，142间房屋倒塌，1060间

房屋受损，61处院墙和26座畜圈

倒塌、4条牧道受损，县城6栋楼

房裂缝。

此外，受地震波及的伊犁哈

萨克自治州有544间房屋、36座

畜圈受损。

地震发生后，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启动三级应急响应，成立抗

震救灾指挥部，要求做好抢险救

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并防范余震和次生灾害。

武警新疆总队、自治区民政

厅、交通运输厅等多部门也启动

应急预案，救援人员迅速到达灾

区，投入抢险救灾工作；当地地

震、消防、民政、卫生、交通、通讯

等有关部门正进一步调查灾情，

组织抗震救灾。

自治区民政厅向精河县地震

灾区紧急调拨500顶帐篷、500张

折叠床、500套棉被褥、500件棉

大衣、1000个手电筒等大量救灾

物资，正在装车送往灾区。

针对新疆精河县发生6.6级

地震灾害，国家减灾委、民政部于

9日9时紧急启动国家Ⅳ级救灾

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

查看灾情，指导地方开展抗灾救

灾工作。

60余趟旅客列车受影响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8月9日

电 9日7时27分在新疆博尔塔拉
蒙古自治州精河县发生6.6级地

震，周边地州震感强烈。地震发生

后，乌鲁木齐铁路局紧急封锁相关

线路，扣停部分旅客列车，迅速展

开应急处置工作，截至目前，已有

40趟旅客列车在铁路沿线车站扣

停，21趟旅客列车晚点始发。

目前，新疆铁路部门已启动

II级应急处置预案，对管内乌西

至阿拉山口至霍尔果斯，南疆铁

路焉耆至库车西，奎北铁路奎屯

至白碱滩、巴音达拉至库仑铁布

克等区段进行全线封锁检查，确

保安全。

乌鲁木齐铁路局表示，相关

专业人员正全力排查线路、设备

情况，确保旅客列车绝对安全，目

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据新华社石家庄8月9日电 8月9日，河北

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

中共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原市

长黄兴国受贿一案。

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指控：1994年至2016

年，被告人黄兴国利用担任中共浙江省台州地委

书记、台州市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副

省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中共天

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长、中

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用

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

个人在取得项目用地、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

助，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相关人员给予

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3万余元，应当以受

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天津原代理书记黄兴国
受贿案一审开庭

据新华社杭州8月9日电 利用自己是网络

公司客服的身份便利，90后女孩李某以500元一

个的“市场价”，将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2个

“cookie”倒卖给他人，这之后就不断有用户开始

向她所在电商反馈说，收到了诈骗电话。日前，

浙江绍兴柯桥区法院以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罪，一审判决李某两年零六个月有期徒刑。

警方调查表明，李某卖出2个工作账号对应

的cookie给了诈骗团伙，诈骗团伙先后盗取近

5000条订单信息，其中包括用户的身份证、手机

号、银行卡等个人信息，用以进行诈骗活动。其

中绍兴市民毛某，就被诈骗了近2万元。

倒卖个人信息致用户被诈骗
浙江一电商客服被判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