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沙江堰塞湖洩流淹麗江
洪水毀橋斷路 逾5萬人緊急轉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譚旻煦 雲南報道）持續多日的金沙江白格堰塞湖13

日進行人工洩流，造成金沙江大橋被沖毀，318國道竹巴籠段部分路基被毀，

路面大面積塌陷，道路完全中斷。洪峰經過也給下游的雲南迪慶、麗江帶來

巨大考驗，昨日洪水抵達雲南境內，截至發稿時，迪慶境內多座橋樑被毀，

麗江正在經歷當地有水文紀錄以來的最大洪災。為此，雲南境內金沙江沿江

區域需轉移的人員達到5.1萬人，轉移工作已於過流洪水抵達前全面展開。目

前，尚未有人員傷亡報告。

■■金沙江堰塞湖湖水前日通過洩流金沙江堰塞湖湖水前日通過洩流
槽槽，，江水恢復貫通江水恢復貫通。。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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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本人非常榮幸獲邀參加「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訪京團。第一站參觀了
深圳改革開放展覽館，回顧了國家改革開放40年的歷程。在改革初期，國家沒有錢，
只能給政策，但國家堅持社會主義、堅持改革開放、打拼出一條康莊大道，改變了國
家和所有人民的命運。而香港亦抓緊了廣東和深圳改革開放的機遇，大量投入資金、
人才和技術，既促進了國家的經濟發展，也為香港提供了一個絕佳的發展良機。未來
國家如何走出更輝煌的40年，必定要堅持改革開放，並且要走高質量的發展，注重創
新和科研。香港要思考在新的經濟環境和挑戰下，如何利用香港的優勢，再次發揮積
極作用，與國家攜手共創另一個輝煌的40年。

發揮香港所長
服務國家所需

國家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現在要強起來，改
革開放始終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
招。過去40年國家實現了歷史性的飛躍：內地
生產總值從1978年的2,185億美元倍升至2017年
的122,504億美元、綜合國力大大提升，國際影響
力與日俱增。從過去的粗放型發展，到現在調經
濟結構、提升服務業的比重、用內需拉動增長、
並且重視科研技術創新、繼續深化國有企業改
革，以及大力扶持非公有制經濟等，都是目前國
家努力實踐的有效政策。

面對複雜的周邊經濟環境，未來國家應加大
開放力度、更大力歡迎外資來華投資、繼續堅持
各方面的體制改革、及更好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
作用。要把創新及科研放在主體地位、培養新動
能、促進老化企業轉型升級、並且要把握重大區
域發展戰略、做好頂層設計、堅持教育文化事
業、提升軟實力，以科教興國。

港澳地區更應明確定位，鞏固自己優勢，和
國家共同發展。港澳應對「一國兩制」充滿信
心，緊緊對接國家發展戰略，並探索自身新的發
展道路。例如香港應該配合中央政策，打造與深
圳結合為創新科技走廊，並且以香港的高端服務
業與內地製造業結合。提升金融、教育、文化和
物流等產業的優勢，更好發揮香港作為自由港的
作用，締結多邊貿易協定，幫助國家打好中美貿
易戰。

訪問行程的第三天上午，國家主席習近平、
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及眾多中央領導一起接見了訪
京團。習主席一進場，即與前排的成員一一握
手，並作簡短的交談。在座談會中，習主席亦重
溫自己親身經歷改革開放的過程和與港澳人士交
往的點點滴滴。座談會後更花了寶貴的時間與大
部份成員一一握手，種種都給我感受到習主席對

港澳同胞的親切關懷和深厚感情。
習主席的講話充分肯定了港澳在國家改革開

放的進程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和重大貢獻。中
國改革開放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港澳人士和外
資人士都有功勞，國家永遠不會忘記。這可以說
是國家給予了我們最高規格和最充分的肯定。

習主席亦期望港澳人士在新時代國家改革開
放的進程中，保持獨特的優勢，繼續發揮不可替
代的作用。他期望港澳人士抓緊國家發展重大機
遇，例如「粵港澳大灣區」及「一帶一路」建
設，一方面為國家新時代的改革開放作出新的、
更重大的貢獻；另方面又着力培養自身經濟增長
的新動力。

習主席的重要講話亦令我深受鼓舞及啟發。
我充滿信心，未來香港在國家新一輪改革開放
的進程中，將可以繼續扮演「參與者」、「貢
獻者」及「受惠者」的角色。為融入國家發展
的機遇，香港要注重鞏固和提升傳統優勢產
業，包括金融、航運、物流等方面，以及推動
創新和科技等新興產業，並繼續為國家引進資
本、技術和人材。

同時間，由於香港與世界有廣泛的國際聯
絡，更應該遵循習主席的呼籲，發揮自身在國際
場合的作用、促進國際人文的交流、傳播中華優
秀文化及宣講中國故事。特別在現今國際政經環
境複雜多變，讓更多外國朋友了解中國的國情尤
其重要。

最後，寄語香港的青年人承先啟後，繼往開
來，把個人前途和事業與國家民族的發展和利益
緊緊結合起來。青年人充滿生機和朝氣，應當立
即坐言起行，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追逐和成
就自身的人生夢想。

陳仲尼 全國政協委員
（特刊）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新華社及中新
社報道，陝西省西安市前晚發生一
輛水泥罐車與一輛小型客貨車（俗
稱「麵包車」）相撞事件，已造成
10人死亡、2人受傷。
據陝西通報說，該宗重大交通事

故於13日晚上8時許發生在西安市
灞橋區，一輛水泥罐車與一輛麵包

車相撞，造成9人當場死亡，1人經
搶救無效死亡，另有2名危重傷者
正在救治。
據了解，涉事麵包車在行駛至
出事路段時，在路面遇到大坑，
緊急避讓時與涉事水泥罐車迎面
相撞。現場相關視頻顯示，事發
後涉事麵包車頭部已嚴重變形。

事故中的傷亡人員均為男性，麵
包車上的乘客在事發地點附近務
工。
目前，涉事水泥罐車司機已被公

安部門控制。肇事現場的路段「光
線較暗」，事發後警方封鎖了現
場，有救護車趕到現場將傷者送往
醫院救治。

陝西車禍10死2傷
疑司機避路坑肇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蔣煌基泉州
報道）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區人民政
府新聞辦公室昨日發佈泉州東港石
化碳九洩漏事件處置進展情況續
報。碳九是一種聚合混合物，是石
油經提煉而得。據該續報稱，警方
以涉嫌「重大責任事故罪」刑事拘
留3名東港石化公司人員和4名「天
桐1號」油輪人員。
據續報稱，截至昨日下午5時，
累計完成涉事漁排油污清理6,615格
（總計6,713格，其中有98格未受
污染，不用清理）。至此，吸附在

漁排上的油污清理任務已全部完
成。此外，已完成第6個下沉漁排
修復加固。
泉州市泉港區人民政府新聞辦

稱，泉港區醫院住院留觀的患者剩
下2名，未新增住院留觀患者。
13日，福建省海洋與漁業局通報
12日對事發養殖海域水質、水產跟
蹤監測。結果顯示，泉港肖厝海域
「特徵有機污染物影響仍在持
續」，但監測也顯示，水質、
水產中「特徵有機污染物呈下
降趨勢」。

另外，13日泉州泉港區人民政府
新聞辦公室也發了一份通報，稱11
月11日以來，經泉州市海洋環境監
測預報中心監測，「漁民可以正常
生產，水產品可以正常上市」。
據悉，當地民眾對泉港區該份通
報普遍表現擔憂，不認同泉港區
發佈的「漁民可以正常生產，水
產品可以正常上市」說法。由於
此前該洩漏事件信息披露遲滯、
以及數度的監測數據及結果不一
致現象，導致當地民眾有憂心
情緒。

福建洩漏碳九 7人被刑拘

金沙江堰塞湖事件回顧
2018年10月10日 西藏自治區昌都市

江達縣波羅鄉和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白玉縣境內發生山體滑坡，堵塞金沙江

幹流河道，形成堰塞湖。

10月13日 金沙江白格堰塞湖右岸攏口

已完全沖開，堰前水位迅速下降，潰壩

隱患已消除。

11月3日 金沙江白格段再次發生山體

滑坡形成堰塞湖，造成金沙江斷流。

11月10日 金沙江白格堰塞體上共有

18台挖掘機、52人進行挖掘作業。甘

孜州白玉縣金沙鄉因金沙江堰塞湖尾水

上漲，部分道路、住房、耕地、草場等

不同程度受損。

11月12日 金沙江堰塞湖蓄水量突破5

億立方米。凌晨至上午開始過流洩洪，

但洩洪後洩洪量超出預期。

11月14日 因上游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洩

流洪峰大，巴塘至芒康之間，川藏線竹

巴籠處金沙江大橋被沖垮，318川藏線

斷道，不能通行。當日洩洪抵達雲南迪

慶、麗江等地。截至13日，堰塞湖災害

已造成川藏滇三省（區）部分地區共

67,449人緊急轉移安置。

資料來源：綜合百度百科及網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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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原定完成撤離的時間提前到昨日下午1時，要求

各部門嚴格按照此時間節點全面完成1,842米高程淹

沒線以下的撤離工作，並在昨日下午3時完成地氈式

搜尋工作。同時，再次排查，確保紅線內的一切生產

作業人員全部撤離。

■盡最大限度轉移財產，確保昨日下午1時前撤離完

畢，做到不漏一戶一人；管制交通，嚴格封鎖警戒

線，紅線範圍內禁止一切車輛和人員進入；排除障

礙，堅決拆除虎跳峽鐵路施工臨時用橋等障礙物，

確保洪峰順暢過流；及時上報災情，超前謀劃災後

重建等。

■武警雲南總隊機動第二支隊持續在麗江市沿線展開

救災行動。組織官兵攜帶救生衣、救生艇等救援物資

器材趕往救災地點，協助地方民政部門運送安置帳

篷、鋼床、棉被、褥子等救援物資至15個預定安置

點，為民眾轉移貴重財物，搭建帳篷。

資料來源：中新社

13日凌晨3至4時，因川藏交界金沙江山體滑坡白格堰塞湖洪峰經過四川省巴塘
縣竹巴籠鄉和蘇哇龍鄉，造成金沙江大橋被沖
毀，318國道竹巴籠段部分路基被毀，路面大
面積塌陷，道路完全中斷。昨日洪峰抵達雲
南，官方指出，這是麗江有紀錄以來最大洪災。

迪慶數橋被毀交通中斷
從部分網友視頻及圖片可以看到，洪峰進
入迪慶後水流很急，上午8時左右進入德欽縣
境內，羊拉公路部分路段被淹沒，還有橋樑被
沖毀。據迪慶交警支隊消息，洪峰到達香格
里拉市境內後洪水越來越大，截至下午 2
時，香格里拉市轄區尼塔線國光路段、吉仁
河路段、巴卡路段等多處道路、橋樑被江水淹
沒、沖毀，交通中斷，車輛禁止通行。迪慶州
金沙江沿線道路已全部實施交通管制，嚴禁車
輛通行。
昨日，雲南省麗江市防汛抗旱指揮部發佈
緊急命令稱，金沙江幹流白格堰塞湖潰流猛、
流速快、流量大、來勢洶。
洪峰於下午2時30分進入麗江境內，水位
近30分鐘上漲2.82米。雲南省麗江市防汛抗
旱指揮部發佈緊急通知，啟動一級防汛應急響
應。紅線範圍禁止一切人員和車輛進入，要求
下午1時以前完成人員有序轉移和撤離。對已轉
移和安置的人員，安排專人看護，險情未解除
之前絕不允許返回原住所。至當日晚上7時40
分，麗江塔城水位站水位已累計上漲12.53米。

麗江玉龍縣兩學校被淹
據麗江市玉龍縣教育局消息，截至昨晚7時
20分，玉龍縣有兩所學校被淹，其中一所小
學水已淹至教學樓二樓，另一所學校操場被
淹。據悉，玉龍縣紅色警戒線內沿江學校共有
14所均已放假，涉及2,656名學生。
麗江市旅遊發展委昨日發出通知，要求在
當日下午1時前將旅遊景區所有人員全面撤
離，同時要求各旅行社及涉旅企業絕不允許安
排任何人員前往金沙江沿線，不得抱任何僥倖
心理，一旦查到有團隊前往沿江區域，將嚴格
追究旅行社以及負責人的責任。
涉旅有關人士在網絡發文稱，鑒於目前金

沙江堰塞湖洩流洪水過境的嚴峻形勢，各旅
行社於11月15日起暫停組織旅遊團隊。
據悉，當地全力投入救災，截至昨晚9時

許，麗江全市已下派救援人員總計1,922人，
主要物資包括：總車輛180輛、破拆設備11
台、帳篷5,501頂、棉被43,552張、毛氈747
床、發電機81台、移動變電站2台、偵測設備
19台、GPS衛星定位儀3部、摺疊床6,222
張，大衣4,740 件。同時，為全力保障轉移安
置群眾的基本生活，省民政廳已累計向迪慶州
調撥救災帳篷1,000頂、棉被4,000張、棉大
衣4,000件等省級救災物資。雲南省民政廳已
累計向麗江市調撥救災帳篷2,000頂、棉被
6,000張、棉大衣4,000件、摺疊床3,000張等
省級救災物資。

■■川藏交界處金沙江堰塞湖昨日洩流致川藏交界處金沙江堰塞湖昨日洩流致
竹巴籠金沙江大橋被沖毀竹巴籠金沙江大橋被沖毀。。 中新社中新社

應急管理部應對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