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
2017年8月13日 星期日 编辑 宋中华 版式 李小梅

天下

资阳网 www.zyrb.com.cn 官方微博 腾讯/新浪@资阳日报 APP：i资阳 广告热线 028—26655858 新闻热线 028-26656119

据新华社西安8月12日电（记者
陈晨 叶昊鸣）12 日上午，国务院陕西
安康京昆高速“8·10”特别重大道路交
通事故调查组在陕西西安成立，并召
开全体会议。

在全体会议上，事故调查组组长、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副局长徐绍川等对
事故调查及相关工作进行部署，要求
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深入开展安全生
产大检查，有效防范坚决遏制重特大
事故。

会议要求，事故调查组要依法依
规、严肃认真地做好事故调查处理工
作。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刻吸取事故
教训，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的
发生。深入做好安全生产大检查工
作，进一步加大对重点行业领域及与
人民群众生活出行密切相关的领域的
检查力度。进一步加大专项整治力

度，强化道路交通安全监管。进一步
加大基础建设力度。严格落实重大安
全风险“一票否决”制度，牢固树立“隐
患就是事故”的观念，促进安全生产形
势进一步稳定好转。

8 月 10 日 23 时许，陕西安康市境
内发生一起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
已造成 36人死亡、13人受伤。

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领导
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全力救治受伤人
员，最大程度减少伤亡，做好善后工
作。同时要求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
组，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
问责。事故调查组由国家安全监管总
局牵头，公安部、监察部、交通运输部、
全国总工会、陕西省政府负责人及有
关地方、部门人员和专家组成，并邀请
最高人民检察院派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事故调查。

国务院陕西安康京昆高速“8·10”特别重大道路
交通事故调查组成立

依法依规严肃认真地
做好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我国地震近期进入
活跃期？

2017 年 8 月 8 日至 9 日，我国
西部发生四川九寨沟 7.0 级地震
和新疆精河 6.6 级地震。短时间
内连续发生强震，有人担心：我国
是否进入了地震活跃期？对此专
家表示，我国地震活动处于正常
活动水平。

据了解，历史上短时间内连
续 发 生 强 震 的 情 况 是 有 的 ，如
1955 年 4 月 14 日四川康定发生
7.5 级地震，次日新疆乌恰便两次
发生 7.0 级地震；1966 年 3 月 6 日
西藏札达发生 6.6 级地震，8 日河
北隆尧发生 6.8级地震；2008年 10
月 5 日新疆乌恰发生 6.8 级地震、
10 月 6 日西藏当雄发生 6.6 级地
震。因此，连续发生强震不是一
个罕见事件。

我国地震活动水平是比较高
的，年均 20次 5级地震、3至 4次 6
级地震、0.67次 7级地震。刘杰介
绍，九寨沟 7.0级地震前我国大陆
7级地震平静已达 24个月，6级地
震平静已达 8个月，2017年 1月至
7 月也只发生了 4 次 5 级地震，地
震活动水平是比较低的。

刘杰指出，这两次地震发生
是对前一段低地震活动水平的补
充，目前我国仍处于正常地震活
动状态内。

刘杰还告诉记者，我国发生 7
级地震是比较常见的现象，平均 3

年 2 次 7 级地震。根据 1900 年以
来地震活动资料，我国地震活跃
期是以 7.5 级大地震或 7 级强震
群 作 为 活 动 标 志 来 划 分 的 ，如
1920 年宁夏海原 8.5 级大震、1988
年云南澜沧 7.6级地震、2001年昆
仑山口西 8.1 级地震。此次九寨
沟 7.0 级地震，属于我国正常的地
震活动。

什么是水库地震？水
库有可能引发大地震吗？

四川省水利资源丰富，水库
数量较多。近期也有一些舆论认
为水库和地震的发生有一定关
联 。 那 么 ，到 底 什 么 是 水 库 地
震？水库有可能引发大地震吗？

陈厚群介绍，水库地震主要
分为两类：一类是水库蓄水后，两
岸原来存在的溶洞、矿洞，由于水
体淹没的影响发生陷落，在库区
诱发地震，一般震级不会很大且
能量有限；另一类是，库区正好穿
越发生地震的断裂带，水库蓄水
后水渗入地下，孔隙压力升高，抗
滑 强 度 减 弱 ，水 库 起 到 触 发 作
用。这些区域原本就有地震，水
库蓄水起到一定的触发作用。

资料显示，水库诱发地震的
研究始于 20世纪初。水库蓄水诱
发的地震多为中小地震，对水库
不会产生大的破坏。

陈厚群表示，到目前为止已
建成的水库当中，发生地震的水
库极少，而发生 6级以上水库地震

的水库全球仅 4 个。应该说，由
水库引发大地震的可能性是极
低的。

此次九寨沟地震与
三峡工程有关吗？

四川九寨沟 7.0 级地震发生
后，网上出现了一些对地震形势
的臆测，并将此次地震与三峡大
坝相联系。受访专家均指出，三
峡工程不可能引发九寨沟地震。

陈厚群介绍，九寨沟地震的
震中为北纬 33.20 度、东经 103.82
度，位于岷江、塔藏、虎牙三个断
裂带附近，该地区本来就是地震
多发区。这次地震是印支板块向
北挤压导致川西北地块挤出，由
局部走滑剪切引起的。

同时，陈厚群告诉记者，三峡
工程坝址及水库区属华南地震区
的长江中下游地震带，它和引发
九寨沟地震的断裂不在同一个构
造单元上，两者之间完全没有构
造上的任何联系。

此外，从九寨沟到三峡工程
的直线距离约 700公里，其间分布
着不透水性的地层，库水与九寨
沟地震的构造带也不存在水力联
系。陈厚群表示，三峡工程在建
库以前就做了大量的论证工作，
其中一项就是论证三峡大坝蓄水
以后会否引起水库地震。他表
示，三峡大坝本身坝址所在就是
稳定地块，构造相当稳定。

据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 新华社记者 张萌 钟群 杨迪

“这都是昨天晚上运来的，现在一共
有 150 顶左右的帐篷了。”漳扎村党支部
书记尼美指着新搭建的一批帐篷说，“第
一次运来七八十顶，比较小，容易折。昨
天晚上又运来 76 顶棉质的，很厚很大，
住着更舒服了。”

漳扎镇是四川“8·8”九寨沟地震震
中，漳扎村位于镇政府附近，这里是较大
的受灾群众临时安置点，分为一队二队
三队 3个片区，共安置 1000人左右。

8 月 11 日，四川九寨沟地震抗震救
灾工作进入新阶段。受灾群众是否得到
充分安置，受到更多关注。记者走进了
漳扎村受灾群众安置点。

更多帐篷、食品发放到群众手中。
记者 10日来到一队走访时看到，很多村
民住得还比较紧张，并处于缺电状态。
而 11 日，记者再次来到安置点走访看
到，这里新搭建了一批更加宽敞舒适的
棉质帐篷，很多村民已搬到里面居住。
一些村民说：“帐篷不断运来，住得也更
舒服了。”

住得更加舒服的同时，供电问题也
已初步解决。此前由于没有电力供应，
村民吃饭大为不便，只能靠存有的煤气
或木柴取火做饭。11日下午，记者在三
队走访时，恰逢四川阿坝州红原县供电
公司抢修队来到了漳扎村安置点进行抢
修作业。抢修队李师傅对记者说，此前
他们堵在了路上，昨晚道路打通，他们今
天上午赶到了漳扎镇，为这里每户帐篷
架设电线。

两天来，吃饭问题一直有基本保
障。这里客栈饭店众多，村民把储存的
肉、菜等食品取出来，生火做饭。记者看
到，有的村民吃的是炖排骨，有的村民菜
品有白菜、萝卜、土豆等等。相关部门还
发放了很多矿泉水和一些方便面到各个
安置点。记者在存放救灾物资的漳扎镇
小学看到，这里堆放着大量饮用水、帐
篷、棉被等物资，一些群众拿着村里的证
明前来领取。

更让群众感到踏实的是，医疗队伍
也从九寨沟县城来到各个安置点，为受
灾群众提供医疗服务。在漳扎村二队，
记者见到了来这里提供服务的四川省人
民医院医疗服务队。村民聚在一张桌
前，请医疗队员给自己量血压等。服务
队队长、四川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曾
俊说，此前他们一直在九寨沟县医院救
治伤员，现在县城的伤员处置得差不多
了，11日就来到安置点。与他们一起到
来的还有华西医院等医疗队，主要诊治
轻伤员、慢性病患者和地震中受到惊吓
的群众，还有一些腹泻、发热患者，并关
注是否有疫情发生。当天下午，九寨沟
县防疫中心人员也来到安置点喷洒药
物，开展防疫工作。

为防范意外情况，村里还成立巡逻
队。“每天对各个安置点进行巡逻，以确
保安全。”尼美对记者说。

新华社四川九寨沟8月12日电

新华社成都8月 12日电（记
者吴光于）记者 11 日从卧龙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了解到，8月
8日发生的九寨沟 7级地震暂未对
保护区内的大熊猫造成影响。

卧龙自然保护区位于四川阿
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西南
部，在 2008 年“5·12”汶川地震中
曾遭受重创，32 套大熊猫圈舍中
有 14 套全部损毁，其余的也遭到
不同程度的损坏。

本次九寨沟地震震中距卧龙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所在地

直线距离约 270 公里。“当时这里
震感并不强烈，几乎没有什么感
觉，大熊猫也没有异常表现。”保
护区中华大熊猫苑神树坪基地负
责人吴代福表示。

青山绿水间，基地内憨态可
掬的大熊猫怡然自乐，有的爬树，
有的玩耍，有的优哉游哉地吃着
竹子。下午 4点，基地游客依然络
绎不绝。

“现在的卧龙，已经是生态旅
游的热土。”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
员何晓安说，通过“5 ·12”汶川地

震灾后重建，保护区的生态得到
极大恢复。不久前，工作人员从
正河钱梁观测点回收的红外相机
中，发现了两段“雪豹家庭”的视
频。科研人员根据体型差异分
析，确定两段视频中的 6只雪豹分
别来自两个家庭。

何晓安还表示，九寨沟地震
暂未对保护区的自然生态环境造
成影响，也没有发现山体垮塌或
松动的迹象，“目前可以推测，保
护区内的 143 只野生大熊猫安然
无恙。”

九寨沟地震后卧龙大熊猫安然无恙

近来，美国与朝鲜互放狠话，隔空
斗狠。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朝鲜“最
好不要再威胁美国”，否则将招致前所
未有的“炮火与怒火”。朝鲜随即表
示，正着手制定以发射导弹包围打击
关岛的方案。

美朝新一轮“口水仗”将撂狠话发
挥到极致，导致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
级，国际社会担忧美朝“擦枪走火”。

美方对朝释放矛盾信息

目前，美国国内高度关注朝核问
题。美国媒体本周大都将焦点放在朝
鲜核能力发展问题上，从不同角度分析
朝鲜是否有能力打击美国本土，以及美
方军力能否有效防御朝方进攻。当朝
鲜发出导弹打击关岛的威胁后，美国媒
体又将目光投向这座西太平洋上的小
岛，讨论朝鲜实施打击的可能性。

与特朗普本月 8 日对朝鲜撂下狠
话不同的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 9日表
示，虽然美国和朝鲜有激烈的言辞交
锋，但这并不代表美国要对朝鲜动用
武力，美国民众可以“安稳睡觉”。

美国防部长马蒂斯 10 日说，美方
在寻求解决半岛核问题上以外交手段
为主导，并正在取得外交成果。他同
时强调，在半岛发生战争将带来灾难
性后果。

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日前
对新华社记者表示，特朗普团队内部
发出的对朝信号自相矛盾。尽管特朗
普不可预测性大，但考虑到蒂勒森、马
蒂斯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
斯特等高级幕僚均熟悉朝鲜情况，并了
解当前态势，不太可能会向特朗普提出
不理智建议。因此，近期美国突然采取
军事行动打击朝鲜的可能性不大。

分析人士认为，从近期公开表态
也能看出，尽管特朗普一直在“放狠
话”，但其内阁高层却试图在“灭火”。
而佩里也呼吁，美朝应尽早举行高级
别官员对话，以和平外交手段解决朝
鲜半岛核问题。

朝鲜对美强势回应

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发言人 8 日
发表声明说，针对美国的战争阴谋，朝
鲜“将以正义的全面战争做出回应，干
净地消灭包括美国本土在内的敌人的
所有老巢”。一旦出现战争迹象，朝鲜
军队会立刻把美国本土变为“朝鲜的
核战场”，并将首尔等地“变成火海”。

朝鲜军方 10 日说，将于 8 月中旬
完成关岛包围打击方案并上报朝鲜核
武力总司令金正恩，方案内容包括同
时发射 4枚中远程弹道导弹打击关岛
周边 30至 40公里水域。

朝鲜此次的激烈言论，不仅是回
应特朗普的威胁，也与联合国安理会
通过新的对朝制裁决议有关。不过，
尽管朝鲜放出狠话，但并没有在军事
分界线等地区采取危险举动，一些敏
感区域也未出现军事异动迹象。

分析人士认为，朝鲜首先对关岛
或其他美国目标先发制人进行导弹袭
击的可能性不大。在遭遇新制裁背景
下，提升对美强硬态度也在意料之中，
其目的一是表达对安理会制裁决议的
抗议，二是借此加强国内凝聚力。

警惕“擦枪走火”

自朝鲜再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
后，韩方多次就半岛形势表态。本月
10 日，韩国国家安保会议常委会召开
会议，深入讨论半岛安全局势。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发言人朴洙贤
说，国家安保会议常委会认为半岛安
全局势由于朝方不断“挑衅”而变得严
峻，敦促朝方立即停止任何进一步加
剧紧张局势的活动。他也同时表示，
国家安保会议常委会决定通过积极的
外交措施缓和半岛紧张局势，并保持
与朝对话大门开放。

韩国世宗研究所李泰桓教授认
为，目前朝鲜半岛最大的风险在于，一
旦美国与朝鲜出现误判或“擦枪走火”
行为，将引发严重后果。

李泰桓认为，韩方目前对朝方所
提出的对话，主要是在不违反联合国安
理会决议的前提下，讨论停止恶化氛围
的敌对活动、恢复军事热线以及离散家
属团聚等事宜，而并非想一下子就涉及
核、导项目等问题。这种对话对于缓和
半岛目前的紧张局势有重要意义。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朝鲜问
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叶甫盖尼·金认为，
美国和朝鲜的“口水仗”在目前阶段不
会引发恶劣军事行动。美朝斗狠并非
首次，且一直在继续，今年 4月双方也
发生过类似险情，之后有所缓和。实
际上，各方可能都不想开战。

日本庆应大学副教授礒崎敦仁认
为，尽管现阶段美朝仍处于打“口水
仗”阶段，但情况比过去复杂，需要加
强戒备。在遭受更严厉制裁后，朝鲜
开始了一场危险的赌博。照此下去，
半岛局势近期可能进一步恶化。为避
免事态进一步升级，重要的是美朝直
接对话，探索让朝鲜中断核、导研发的
途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日前表
示，当前朝鲜半岛局势复杂敏感。中
方希望有关各方谨言慎行，多做有助
于缓解紧张局势、增进各方互信的事，
而不要走彼此轮番示强，局势不断升
级的老路。 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据新华社甘肃酒泉8月12日电 在
世界冠军的带领下，2000多名运动员和
徒步爱好者 12 日在甘肃酒泉完成了
2017 年中国国际露营大会百城徒步赛
酒泉站的比赛。

酒泉站的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多个
省市自治区的两千多人。比赛发令枪响
后，世界杯和世锦赛双料竞走冠军刘宏
宇、2010年体操世锦赛男团冠军成员吕
博带领参赛选手们踏上赛程。由于参赛
者人数众多，参赛队形长达几公里，其中
有老人、儿童，也有全家齐上阵的“小方
阵”。在五颜六色的露营旗帜及户外俱
乐部旗帜的引领下，参赛选手不时驻足
合影留念，记录下精彩瞬间。由于天气
火热，组委会特意在比赛途中设立了 3
个补给和签到点。最终 10 公里徒步赛
的第一名由常兴国获得，他和哥哥常兴
鑫包揽了头两名。强度较大的 21 公里
挑战赛的桂冠由邱旺东摘得，女子冠军
是林兰霞。

选手们从酒泉新城区市政广场出
发，途经酒泉市体育馆、丝路公园、金河
大桥等标志性建筑后，返回市政广场。
所有顺利完赛的选手都可以获得奖牌一
枚；21 公里组男女各前 15 名，均可获得
竞赛奖牌、竞赛成绩证书和奖金。

酒泉古称肃州，因“城下有泉，其水
若酒”而得名。利用境内山脉、戈壁、荒
漠、河流、湖泊、雪山、冰川、草原、雅丹、
沙漠等复杂地形地貌，酒泉推出了以

“走、跑、飞、驾、房车家、攀、骑、滑、蹦、拓
展营”为核心理念的十大系列户外运动
赛事。

中国国际露营大会
百城徒步赛酒泉站开赛

“帐篷不断运来，住得也更舒服了”
——九寨沟地震震中漳扎镇群众安置点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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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朝剑拔弩张

半岛局势向何处去？

我国地震活动处正常水平
水库不会引发大地震

我国地震近期是否进入活跃期？水库有可能引发大地震吗？11日，新华社记
者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厚群以及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刘杰，专家
们对我国大陆地震活动情况等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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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2 日，贵州省福泉市
仙桥乡王卡苗寨及周边的数
千名苗族同胞齐聚一堂，欢度
苗族传统节日“杀鱼节”。“杀
鱼节”是渔猎文明向农耕文明
过渡的文化遗存，2006年被列
为 贵 州 省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图为苗族同胞在“杀鱼
节”上捕鱼。 新华社发

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倡
议的重要节点城市，今年 3
月，成都组织策划“‘熊猫小记
者’全球追访‘一带一路’大型
公益新闻接力行动”，邀请全
国小朋友从成都出发，展开全
球追访“一带一路”活动。图
为8月11日，在奥地利维也纳
市中心的商业步行街上，一名

“熊猫小记者”向一名德国游
客递上宣传画册。 新华社发

国内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