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04月23日 星期二
编辑：李文新 E-mail：lwx0210@sina.com 校对：筱华 美编：马丽 G 02中国国资报道 行动

中国石化：
抢险设备开到哪里，油品就供到哪里
本报记者 张博

灾情就是命令。中国石化迅速行

动，第一时间将 3辆油罐车紧急开赴
救灾现场，为现场救灾专用设备、特

种救援车辆免费加油。

中国石化表示，将千方百计，车

拉人扛，流动加油，人工送油，“抢险

设备开到哪里，油品就供到哪里”！

据最新消息，中国石化将调运近

6万吨油品入川，确保区域内成品油
供应。目前，乐山地区库存及在途资

源，汽油 1650 吨、柴油 3800吨；成都
地区库存及在途资源，汽油 1.27 万
吨、柴油 1.19万吨。

地震发生后，中国石化要求所属

四川各地市公司做好余震防范工作，

对系统库站进行全面安全检查，确保

管线无渗漏，灾区站点在确保安全前

提下，立即恢复营业为灾区保供，同

时，灾区所有及周边站点开辟救灾车

辆应急绿色通道。同时中国石化四川

分公司对接各地市公司资源运行情

况，调整部分资源流向，确保天回镇、

乐山流向资源的优先供应；协调成都

铁路局相关部门，重点装车、优先编

组，确保资源运行通畅；协调承运单

位，确保库到站特别是抗震救灾重点

地区的二次物流运力。同时已调运

460多件饮用水、200余件方便食品驰

援灾区。目前此批物资正在运往灾区

途中，第二批救灾物资正在装车中。

22日 12颐30分，接到四川省安监
总局命令后，中国石化普光分公司应

急救援中心迅速集结 33 名应急救援
队员，分乘抢险救援车、消防水罐车、

通讯指挥车、运兵车、指挥车等 5台车
辆，携带 2台雷达生命探测仪、120余
套抢险救援器材、30余种急救药品、8
吨饮用水，火速奔赴雅安抗震救灾一

线，现在，他们正在紧急奔赴雅安的路

上，预计傍晚赶到灾区。

中国石化川维厂的 5 名青年消
防队员已经于下午 1 点出发奔赴雅
安灾区救援。

中国石化西南油气分公司元坝

应急救援中心，现在人车已经进行分

组编号，设备携带齐全，随时可以奔

赴灾区。

与普通抢险救援队伍不同的是，

中国石化的两支救援队有独特的专

业优势，设备精良、作风过硬。既有生

命探测仪等先进装备，又有大型工程

设备，能在复杂环境下实施救援工

作，并快速有效提高应急救援能力。

据了解，这两支队伍都参加过“5·12”
汶川地震的救援，拥有丰富的震区救

援经验。在汶川地震发生后的 5天时
间内，中国石化的救援队共搜救出 73
人，救助伤员 100余人。

4月 20日 08颐02分，四川省雅安市
芦山县发生 7.0级地震。国电集团迅速
启动应急预案，紧急部署救灾防灾工作。

截至目前，公司所属川渝各单位未发现

人身伤亡情况，未发现设备和主要构筑

物明显损坏情况，企业生产运行平稳。

高层重视 全面部署

地震发生后，国电集团领导高度

重视，总经理朱永芃、党组书记乔保

平分别做出紧急批示，要求立即启动

应急预案，保安全、保稳定、保供电，

积极参加抢险救灾。公司有关领导也

分别做出具体部署。

国电大渡河公司第一时间集结

人员和设备，先后派出三支约 150人

的救援队伍，20日 12颐10分，国电集团
所属大渡河公司在第一时间赶到雅

安市政府，是最快到达震中灾区的中

央企业救援队伍。在抗震救灾指挥部

的统一部署下，承担起芦山、宝兴和

汉源三个方向的抢险救援和道路保

通工作，确保了交通要道的通畅。截

至目前，已投入装载机、反铲车等大

型工程设备 19 台（套），各类应急车
辆 12辆以及大量空压机、手工钻、手
持机具等设备。目前，大渡河公司调

集 50 人的救援队和数台大型挖掘
机，正向芦山、宝兴进发，参加当地政

府组织的救援抢险。地处雅安的瀑布

沟、深溪沟水电站和大岗山在建工程

等，加强巡视检查，加强安全保卫，做

好抢险救灾的后勤保障、交通车辆、

物资供应和人员安排，各项工作正在

有序推进中。

打通宝兴生命通道

据记者了解，截至 4月 21日 18颐
30分，国电集团所属大渡河公司大岗
山和猴子岩工地组织的两支抢险救援

队克服重重困难，与武警水电部队、四

川路桥等救援单位通力合作，从灵关

镇正面、北面两个方向抢险，打通了灵

关通宝兴的重要生命救援通道，并在

灵关镇苏家岩胜利会师。目前，大渡河

抢险救灾突击队人员及所有重型工程

设备在苏家岩就地待命，并承担道路

应急抢险及保通任务。

4月 22日早上 08颐20分，国电大
渡河抢险救灾突击队现场总指挥接

到了雅安市副市长廖磊的电话。电话

中，廖磊慰问了大渡河公司现场突击

队全体成员，感谢突击队抢先疏通宝

兴救灾道路，并肯定了大渡河公司在

灵关苏家岩抢通便道的处置方式。廖

磊指出，大渡河公司抢险人员要确保

安全，科学合理实施抢险，尽最大力

量确保灾区道路畅通。

踊跃向地震灾区捐款捐物

20日，在雅安市委市政府统一部
署下，大渡河公司负责宝兴方向道路

抢通工作，现已有 100名救援队员携
带大型器械、机具抵达宝兴县外围，

进行道路抢通作业。20日当晚，大渡
河公司集结了一车矿泉水、饼干等急

需救援物资，赶赴地震灾区。

此前，在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统一

部署下，大渡河公司已捐资 1000万
元，帮助地方组织抗震救灾及投入应

急抢险。

雅安芦山地震牵动着全国人民的

心。

4月 20日 08颐45分，中国电信四
川机动通信局第一批应急通信车和抢

险人员便奔赴灾区。

15颐00分，中国电信恢复天全县固
定电话，同时抢通芦山通信。

16颐40分，震后 8小时，抢通 10个
受灾乡镇通信，占全部通信受损乡镇

数量的 33%。
20日下午，第一时间为位于芦山

的四川省军区抗震救灾指挥中心开通

无线座机，提供 40台对讲通信设备及
两部卫星电话，搭建了指挥中心的通

信中枢，在震中地区为国家部署抗震

救灾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4月 21日凌晨 01颐38分，中国电
信抢险突击队排除宝兴县灵关镇通信

故障，恢复该镇通信。

08颐00分，震后 24小时，中国电信
抢通 13个受灾乡镇通信，占全部通信
受损乡镇数量的 40%；同时兵分两路，
派出 6支抢险分队全力挺进自地震后
通信全阻的宝兴县城。

10颐02分，中国电信抢通地震灾区
修复难度最大、危险系数最高的“芦

山-宝兴”光缆。
11颐06分，通过挺进到宝兴县城的

应急通信车，中国电信开通“通信孤

岛”宝兴县城的 C网通信。
12:02分，经过 28小时连续奋战，

中国电信全面抢通宝兴县城通信服

务，C网移动通信、固话、宽带、IPTV全
面恢复。

截至 21日 16颐00分，累计开通芦
山武装部到成都军区 12个 2M 专线、
雅安军分区到芦山武装部 5个 2M 专
线、芦山应急通信车 3个；开通两部
首长专线电话、4个临时会场座机和宽
带；提供 120部天翼对讲机、200余部
无线座机；完成雅安市委市政府应急

指挥中心和行政服务中心固话、互联

网、党政网、外网保障支撑工作。

18颐00分，中国电信已恢复 30个
通信中断乡镇中的 23个，达到 76%。
为了保障灾区通信畅通，中国电信组

织了四川公司、四川长途传输局、四川

机动通信局、四川通服公司以及重庆、

陕西、贵州、湖北等电信机动局组成了

85支抢修队伍，共 900余名抢修人员
连夜奋战在灾区一线，共投入了应急

通信车 45辆、卫星电话 53部、油机

100台以及各类抢修器材。
中国电信震后第一时间开通

10000、114 号百、0835 -2220000 等爱
心救灾热线，为公众提供信息查询、人

工寻亲和收集救援信息等服务。截至

21日 16颐00分，共收到灾情信息查询
20011条，代报平安信息 803条，收集
救援信息 2809条，已帮助 57人与亲
人取得联系。

21日晚 21颐35分，中国电信修复
“宝兴至跷碛”段的多处故障和“小金

至宝兴”的架空光缆，宝兴县和芦山县

双向干线系统恢复畅通。至此，灾区干

线通信全面恢复。

截至 22日 08颐00分，中国电信累
计出动抢险人员 900余人，抢修车辆
115台、应急通信设备 106台、油机
100台，发送公益短信超过 200万条。

4月 20日 08颐02分，四川雅安芦山发生 7.0级地震，成都、
重庆等地区震感强烈。突如其来的地震没有打乱中国航油西

南公司快速做出反应，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全力投入到抗

震救灾中，忠实履行央企社会责任。

火线响应———及时部署抗震救灾工作

中国航油集团公司董事长孙立第一时间致电西南公司，

鼓舞士气：“相信西南公司全体干部员工在公司党委的领导

下，一定能发扬‘救灾飞机飞到哪里，中国航油就把油加到哪

里’的‘5·12’抗震救灾精神，履行中央企业政治责任，圆满完成
这次抗震救灾任务，集团公司和航油公司是你们的坚强后盾！”

地震发生后 5分钟，西南公司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并上报
集团公司、航油公司，分公司级、库站级应急预案同时启动。各

单位立即作出应急响应：现场人员停止作业，撤离到紧急集合

点集结；将飞机加油车辆停放在安全地带；主震后组织人员对

油罐、加油栓井、输油管线等设施设备进行紧急巡视、排查；向

公司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报告人员、设备情况。与此同时，西

南公司领导班子成员火速赶往机场现场指挥。

战斗前沿———落实抗震救灾应急措施

10颐30分，西南公司召开抗震救灾应急工作布置会，成立
抗震救灾应急指挥部，总经理李建华、党委书记李建华任指挥

长，副总经理彭川任现场指挥长。震后，副总经理蒲明忠迅速

赶往施工一线，组织人员对工地进行了安全隐患排查，重点对

在建输油管线、回填工程、脚手架、大型机械等进行了检查。作

为当天的值班领导，总经理助理钟国林在震后立即走访了本

部各基层单位，了解有无人员受伤、有无设备损坏。

重庆分公司第一时间对分公司辖区内 135个加油栓井、
43个阀门、8个油罐和 17.8公里长输管线等设施设备进行了
全面检查，设备、设施、电力、通讯均正常，无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事件发生。

成都航空加油站以“铁军前面无困难、困难面前有铁军”

的精神积极应对抗灾保供工作。许多不值班的干部员工自发

赶到加油站参与作业，以最快速度对 255个加油地井、20个
重点阀井、21台加油车进行了详细排查，设备设施运行正常。

资源保障———协调解决应急运油线路

为了加强震后航油资源调运，为保障救援飞机做好万全

准备，西南公司积极加强信息沟通与协调工作，保障后续油源，

同时，做好铁路和水路运输接卸准备，并与各地公路运输公司

联系，集结车辆，随时保持待命状态。截至 4月 20日上午 12颐00
分，成都机场可用油库存为 34000吨，可用天数为 15天。

康定供应站运油线路途经雅安至天全段，道路因地震塌

方中断。得到消息后，西南公司立即向民航西南管理局汇报。

经多方协调，最终妥善解决了康定供应站航油应急运送线路

问题。西昌供应站运行线路亦涉及灾区路段，可能会受到影

响，西南公司已加强与成都市应急办等相关政府部门的沟通，

随时做好协调解决应急运油线路的准备。截至目前，康定供应

站可用油 16吨，正常情况下可用天数为 6天；西昌供应站可
用油 120吨，正常情况下可用天数为 20天。

22日 02颐36分，中国移动在雅安地区新抢通两个乡镇，一
个是芦山县太平镇，一个是宝兴县大溪乡。22日 06颐00分由于
塌方造成中国移动光缆中断，之前刚恢复的宝兴县大溪乡通

信再次中断。目前雅安地区只有宝兴县的 5个乡镇未恢复通
信。截至 16颐04分宝兴孤岛乡镇通信全部抢通。宝兴孤岛永富
卫星电话已送到当地政府并于 15颐19分打通电话，明礼卫星
电话已到当地政府并于 16颐04分打通。

目前中国移动在雅安灾区群众较为集中的区域设立了

20个便民服务点，投入帐篷 300顶、充电宝 500个、充电器
3000个，设置平安电话 50部，并配备多台油机和必要生活用
具，为群众免费提供“报平安电话”、手机充电 /充值、饮用水、
创可贴等服务，目前已为 280余人次提供报平安电话。移动
“灾区便民服务点”将坚持 24小时值守服务。与此同时，中国
移动震区绿色服务通道共收到灾情信息查询 10850条，代报
平安 175 条，收集救援信息
1210条，已帮助 44人与亲人
取得联系。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移

动已出动保障车辆 98辆次，
通信应急车 10台，油机 143
套，366人次赶赴蒲江、新津、
邛崃等靠近震区的区县进行

抢修。重要党政军抗震救灾

指挥场所、机场、火车北站、

各大高速等重要枢纽的通信

服务得到有效保障。

此外，继对雅安芦山县、

宝兴县、天全县移动用户通

话、短信费用全免之后，中国

移动再免三县数据流量费

用，实现通信费用全免。

4月 20日上午 08颐02分，四川雅
安发生 7.0级地震，中航工业泛华、中
航工业川西机器等单位位于雅安市

震区，中航工业川机、中航工业三江

等单位距震中较近，其他在川单位和

位于陕西汉中、重庆的单位均有震

感，目前有少数人员受伤，部分居民

房屋和厂房受损。

目前中航工业对在川 14家企事
业单位进行了初步了解，此次地震未

造成人员死亡，仅少数人员受伤，部

分房屋受损，少数房屋严重受损。由

于震后出现多次余震，职工和家属目

前都在户外。两家单位正在开阔地带

分组搭建帐篷和简易板房，购买应急

物资开展自救。由于担心余震会引起

房屋进一步破坏，目前还未深入受损

房屋内部详细检查受损情况。

截至 4月 20日 20颐00分，中航工
业三六三医院已派出 6 支医疗救援
队 22名队员参与抗震救灾，其中 5
支前往雅安芦山地震灾区开展救援

工作，1支在成都市内转运地震伤员。
地震发生后，中航工业董事长林

左鸣、总经理谭瑞松第一时间做出指

示，并亲自指挥，要求立即启动抗震

救灾应急机制，采取有力措施，保证

各项应急救灾工作落实到位。林左鸣

董事长亲临地震现场指挥所属单位

抗震救灾。为做好雅安地震灾区的救

灾和恢复生活生产等工作，中航工业

成立了雅安地震应急救援指挥部及

应急救援指挥办公室，下设综合信息

组、生活保障组、恢复生产组、社会责

任组、灾后重建组五个小组。

目前，中航工业成飞温江机场已

处于准备和待命状态，作为救灾工作

备用机场。中航工业董事长林左鸣、

总经理谭瑞松指示所属有关单位的

应急救援飞机做好待命准备，一旦需

要将赶往灾区开展救援工作。

目前，中航工业在川单位共支援

雅安地区两家单位大小帐篷共 200
余顶，可安置容纳 2000 余人，竹板
床、行军床、水及食品共计 7车，均已
从四川各地出发运往雅安。

其中，位于江油的中航工业涡轮

院紧急调运救灾物资竹板床 800 张、
行军床 200张、单人帐篷 100个、军用
帐篷 58个、2车水和食品；位于成都
的中航工业成发紧急调集物资行军

床 20张、棉被 50床、帐篷 30个、水
1400瓶，已于 20日下午紧急组织运
往雅安地区；位于广汉的中航工业川

机调运支援帐篷 40顶，矿泉水 50件、
方便面 50件。

中航工业三六三医院派出的两

支应急医疗救援队现已抵达雅安开

展救治工作，医院内已做好接收伤员

的准备。中航工业成飞、中航工业凯

天也均已派出应急小分队出发参加

应急抢险工作。

中航工业：积极开展雅安地震应急救援工作
本报记者 丁国明

中国电信：抗震救灾 48小时全纪录

国电集团：最快到达震中灾区的央企救援队伍
本报记者 丁国明

中国航油：
全力为救灾飞机加油

本报记者 丁国明

中国移动：24小时坚守
确保震区通信保障服务

本报记者丁国明通讯员 董丁瑜

芦山县应急通信保障

中国石化普光应急中心抢险队正争分夺秒前往雅安地震灾区，20日晚 9点到达雅安，接下来将立马开始投入救援。 祝广影 /摄

本报记者 丁国明 马海丽万斯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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