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北京
时间6月17日22时55分，四川宜宾
市长宁县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
16公里。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13
人死亡、158 人受伤、14 万余人受
灾，部分水电、交通、通信等基础设
施受损。

地震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
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
组织抗震救灾，把搜救人员、抢救伤
员放在首位，最大限度减少伤亡。
解放军、武警部队要支持配合地方
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注意科学施
救，加强震情监测，防范发生次生灾

害，尽快恢复水电供应、交通运输、
通信联络，妥善做好受灾群众避险
安置等工作。当前正值汛期，全国
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引发洪涝、滑
坡等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相关地区党委和政府要牢固树
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积极组织
开展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
实地震灾情，全力组织抢险救援和
救治伤员，尽快抢修受损的交通、
通信等基础设施。及时发布灾情和
救灾工作信息，维护灾区社会秩

序。水利部、应急管理部、自然资
源部要指导协助相关地方切实做好
汛期强降雨引发各类灾害的防范和
应对。

根据习近平指示和李克强要
求，应急管理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部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指导救
援救灾。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有
关部门正指导地方排查震区周边风
险隐患点。四川省、宜宾市正组织
桥梁、地质专家以及救援队等力量
开展救灾工作，并紧急调拨帐篷、棉
被、折叠床等救灾物资运抵灾区。
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
进行。

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记
者李宣良 张玉清） 中共中央
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18日在京接见空军第十三次
党代表大会全体代表，代表党中央和
中央军委，对空军第十三次党代会的
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各位代表和
空军全体官兵致以诚挚的问候。

上午11时20分许，习近平来到

京西宾馆会见大厅，全场响起热烈
掌声。习近平同代表们亲切握手，
并合影留念。

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空军
第十三次党代会17日在京召开。会
议的主要任务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
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总结
过去5年空军党的建设和部队建设
情况，部署今后 5 年的主要工作任
务，动员广大官兵加快建设一支强大
的现代化人民空军，坚决完成党和人
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以优异成
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许其亮、张又侠、魏凤和、李作
成、苗华、张升民参加接见。

习近平对四川长宁6.0级地震作出重要指示

要 求 全 力 组 织 抗 震 救 灾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李克强就救灾工作作出批示

习近平接见空军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

6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接见空军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全体代表。这
是习近平同代表们亲切握手。 新华社记者 李 刚摄

本报四川长宁6月18日电 记
者钟华林 刘畅报道：6 月 17 日 22
时55分，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发生6.0
级地震，双河镇、富兴乡、梅硐镇，珙
县巡场镇、底洞镇、珙泉镇等 10 个
乡镇受灾较重。截至 6 月 18 日 15
时 30 分 ，地 震 已 造 成 受 灾 人 口
142832 人，13 人死亡，199 人受伤

（其中危重伤员 6 人、重伤 16 人、轻
伤和轻微伤177人），紧急转移安置
8447 人；倒塌房屋 73 间，严重损坏
房屋19间，一般损坏房屋12723间。

急重症伤员已完成转移
灾区群众得到妥善安置

6 月 18 日，记者来到震中双河
镇，走访了医院、学校、应急避难点、
受损严重的居民区。记者在现场
看到，受灾最严重的南街等街区已
拉上了警戒线，以防止次生灾害导
致人员受伤。目前震区社会平稳有
序，急重症伤员已完成转移，灾区群
众得到妥善安置，抗震救灾工作仍
在紧张进行中。

在长宁县双河镇中心小学校的
操场里，7顶白色的救灾帐篷已于6
月 18 日一早搭建完毕。巫治钢是
学校的老师，他带着一家 6 口住进
了帐篷，帐篷里摆着行李箱、被子、
干粮和矿泉水。“感谢武警战士帮
我们搭的帐篷，听说今晚会下大雨，
我们将课桌当床，备齐了生活用品，
接下来的几天可能要住这里了。”巫

治钢说。
操场另一侧，双河镇中心小学校

校长陈平正带领来自四川省住建厅
的专家们勘测教学楼受损的情况。

“这是双河镇最大的小学，有学生、
教职工 1200 多人，22 间教室。教
学楼尽管没有出现坍塌，但是每间
教室都有不同程度的损毁，目前学
校暂时停课了。”陈平告诉记者。

长宁县双河中心卫生院是本次
地震收治伤员的3个主要医院之一，
也是离震中最近的一所医院。因主
体严重受损，所有病人已于18日一
早全部由病房转移至院内安全处继
续治疗。6月18日下午，20 多名医
生在院内的帐篷里忙碌着。“地震发
生后我们第一时间启用应急预案，
18 日凌晨 1 点就搭好了帐篷，备好
各类药物和医疗器械，震后大概5分
钟左右第一名伤员送到。目前我们
这里主要收治轻伤者或对重伤员进
行简单的包扎处理，再转移至县市
医院。”长宁县双河中心卫生院党支
部书记余建平告诉经济日报记者。

在双河镇集中安置点，50 多顶
帐篷已经搭建完毕，每顶帐篷内使
用面积为 12 平方米，配备 6 张折叠
床，第35号帐篷里住着赵晓玲一家
9口。“我家住在东街，与损毁最严重
的南街一街之隔，房子已经不能住
人了。昨晚我们在街上坐了一晚，
今天中午就搬到了应急避难点的帐
篷里，这里不断有志愿者发放食品
和饮用水，我们心里也踏实多了。”

赵晓玲说。
在应急避难点中心的小广场

上，记者看到来自宜宾市的3位志愿
者带领着 10 多名孩子正在做游
戏。在他们一侧的帐篷区，国家电
网宜宾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为
帐篷区照明紧张忙碌着。“每一顶帐
篷配备一盏灯、一个插座，预计今晚
6 点能完工。”国家电网宜宾供电公
司员工、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汪勃
告诉记者。

长宁、珙县通往震中的
7条主通道全部抢通

在民生保障方面，地震发生后
宜宾市、长宁县就近分3批次调运包
括帐篷近6000顶、棉被2.9万余床、
饮用水和方便面 3.3 万余件在内的
各类救灾物资运抵灾区。

交通保障方面，宜宾市派出3个
道路工程抢险工作组分赴长宁县、
珙县、兴文县等地震灾区开展道路
灾情调查及应急抢通工作。截至 6
月18日下午，长宁、珙县通往震中的
主通道7条已全面抢通，保障各类救
援力量顺利通行。

在疫情防治方面，宜宾市、长宁
县派出卫生防疫人员35人和卫生监
督人员30人对双河镇、巡场镇、珙泉
镇等地进行水质卫生监测，向安置点
发放消毒和灭蚊药品，设置水质卫生
监测点4个，对地震灾区实施了全面
消毒防疫。 （更多报道见四版）

四川长宁抗震救灾一线直击——

争分夺秒抢险救灾 群众生活井然有序

右上图 长宁县双河镇一处集中安置点，6月17日连夜搭起
的50多顶帐篷可安置数百名受灾群众。 本报记者 钟华林摄

上图 6月18日，救援队员在地震灾区长宁县双河镇巡查。

本报记者 钟华林摄

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18日应约同美国总统特
朗普通电话。

特朗普表示，我期待着同习近平
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大阪峰会
期间再次会晤，就双边关系和我们
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深入沟通。美
方重视美中经贸合作，希望双方工
作团队能展开沟通，尽早找到解决
当前分歧的办法。相信全世界都希

望看到美中达成协议。
习近平指出，近一段时间来，中

美关系遇到一些困难，这不符合双方
利益。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
方应该按照我们达成的共识，在相互
尊重、互惠互利基础上，推进以协调、
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中美
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要共同
发挥引领作用，推动二十国集团大阪
峰会达成积极成果，为全球市场注入

信心和活力。我愿意同总统先生在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大阪峰会期间举
行会晤，就事关中美关系发展的根本
性问题交换意见。

习近平强调，在经贸问题上，双
方应通过平等对话解决问题，关键
是要照顾彼此的合理关切。我们也
希望美方公平对待中国企业。我同
意两国经贸团队就如何解决分歧保
持沟通。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6 月 20 日至 21 日，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朝鲜
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党和国家
最高领导人时隔 14 年再次访问朝
鲜，也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首次访问朝鲜。

今年正值中朝建交70周年，两
国关系站在一个新的更高起点上，
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习近平总书记
此次访问朝鲜期间，双方将如何规
划引领两国关系发展？又将为地区
和平稳定繁荣作出哪些贡献？世界
为之瞩目。

加强高层交往，为发展
中朝关系引领新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期间，
两国领导人将回顾总结过去 70 年
两国关系发展进程，就新时代中朝
关系发展深入交换意见，引领两国
关系未来方向。

分析人士认为，此访意义重大，
是今年中朝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生
活中的一件大事、喜事，将开启中朝
友好的新阶段，成为两国关系史上
一座新的里程碑。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
希雨说，高层交往在中朝关系发展
中历来发挥着最重要的引领和推动
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党和政
府积极致力于发展中朝关系。特别
是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习近平

总书记同金正恩委员长四次见面，
共叙中朝传统友谊，通报各自国内
形势，并就国际和朝鲜半岛问题深
入交换意见，达成了一系列重要
共识。

“中朝领导人会晤，为两党两国
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坚实
基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
院长阮宗泽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
领导人亲自推动和正确指引下，双
方交流合作稳步开展。

去年4月以来，中国艺术团、文
艺工作者代表团、体育代表团等多
个团组先后访朝，将中国人民对朝
鲜人民的友好情谊带进朝鲜千家万
户。朝鲜友好艺术团今年1月成功
访华，为中国人民带来精彩视听盛
宴，将两国传统友好的纽带拉得更
紧，让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不断
加深。

“今年是对中朝关系发展具有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重要意义的一
年。”杨希雨表示，维护好、巩固好、
发展好中朝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
人民利益。

深入交流合作，为传承
两国友谊谱写新篇章

中朝友谊深入人心，民间根基
深厚，对于习近平总书记的访问，朝
鲜各地各界翘首企盼。访问期间，
习近平总书记将同金正恩委员长举
行会见会谈，参谒中朝友谊塔等

活动。
专家表示，中国和朝鲜山水相

连。70年来，无论是在争取国家独
立、民族解放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时期，中朝两党两国始
终坚持以心相交、以诚相待、守望相
助、共同奋斗。

“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
缔造和精心培育的中朝传统友谊，
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杨希雨
说，把中朝传统友谊不断传承下去，
发展得更好，是双方基于历史和现
实，立足于国际地区格局和中朝关
系大局，作出的战略选择。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中国人民正
朝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
进。朝鲜也正在积极贯彻落实集中
一切力量开展经济建设的新战略
路线。

分析人士指出，中朝关系既
展现出传统友好的一面，又在新
时代背景下被赋予新内涵。通过
此次访问，中方将传递出对朝方
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坚
定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的
支持。

阮宗泽表示，中朝有着山水相
连的地缘优势以及良好的政治关
系、民间友好基础和经济互补性，相
信此访定能为两国传统友谊在新时
期注入更多活力。

（下转第二版）

为新时代中朝关系注入新动力
——习近平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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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下图 6月18日，长宁县双河镇的环卫工人在清理街道。
本报记者 钟华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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