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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重庆商报讯 记者昨日了解
到，重庆航空已按要求准备运送
150人的救援团队飞赴九寨沟，全
力保障地震救援工作。重庆航空
相关负责人介绍，重庆航空所执
飞的重庆—九寨沟—重庆航班号
为OQ2381/2，地震发生时，当日
航班已执行完毕。9 日凌晨 00：
30，重庆航空接到重庆市消防总
队运送150人救援队伍飞赴九寨
的要求，重航即第一时间在运力、
机组方面完成相关准备，现正随
时待命，准备执行救援任务中。

重航随时待命
空运150人救援团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李阳
实习生 高雪

青山绿水被破坏了？救援进展如何？新疆地震与此有关吗？

九寨沟地震七问，你关心的都在这里

公司因故解散，请债权人、债务人持有
效证件于本公告之日起45天内来我公司清
算债权、债务。公司债权债务清理完毕后将
向工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逾期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重庆萤火虫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17年8月10日

注销公告

重庆商报讯 记者昨日获悉，
九寨沟地震发生后，各大旅行平台
进行客人安抚工作，对已定行程或
机票旅客进行退票或改签。

携程：
滞留住宿每间补助300元

据携程不完全统计，通过携程
购买九寨沟相关行程的出行和未
出行用户超30000人，目前正采取
提供补贴与退款服务。携程旅游
张大伟告诉记者，携程为滞留游客
提供补贴，“在九寨沟或成都滞留
产生的住宿费用由携程主动承担，
每间每夜补助300元，具体情况旅
游者可以联系携程。”对于即将出
行的旅客，携程为8月15日之前出
行的游客提供全额退款，且取消地
震后一周内的旅游团。

截至9日凌晨，携程旅游的团
队和自由行游客在政府部门救援
队的协助下，已陆续由东线撤离。
另外，四川地区开放300多家线下
门店为救助站，其合作酒店陆续为
受灾群众开放免费房源，还启动公

益服务热线，为失联客人提供寻亲
服务。

驴妈妈：
预订订单全额退款

地震发生后，驴妈妈旅游网
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确认当
地游客安全。截至目前，驴妈妈
已确认所有当地的游客安全，并
全部撤离灾区。

同时，驴妈妈对已预订地震景
区的各类订单实施全额退款。已
预订九寨沟景区、黄龙景区门票的
游客，全额退款，建议在8月18日
前完成。而在8月9日-11日预订

九寨沟县境内的酒店产品的游客，
可全额无损退款。对于已预订的
含九寨沟行程的跟团游、机+X产
品的未出游订单，游玩时间在8月
9日-11日，也可全额无损退款。

航空公司：
旅客可免费退票或改签

昨天，去哪儿网介绍，目前已
有20余家航空公司因震情提供退
改签特殊规定。川航、国航、重庆
航空、祥鹏航空、西藏航空、西部
航空针对8月 8日之后7至 15天
内的航班给出免费退票或改签一
次的特殊政策。

各大旅行平台对预订订单全额退款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首席记者 郑三波
见习记者 韦玥

昨日，九寨沟县九寨天堂洲际大饭店停车场，当地组织车辆转移滞留游客。

据新华社电 8 日 21时 19分，
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
发生 7.0 级地震。地震伤亡情况如
何？救援进展如何？青山绿水被破
坏了？地震相关情况，你关心的问
题都在这里。

一问：伤亡如何？
19人遇难263人受伤

记者从四川省政府新闻办获悉，
截至 9日 18时 25分，经初步核查，
九寨沟地震已致 19人遇难，263人
受伤，其中 40人重伤。截至 9日 7
时 30分，共疏散游客3.15万人到安
全地带。目前，当地正积极疏散滞
留游客，旅行团游客和自驾游游客
正陆续从甘肃省文县方向和绵阳市
平武县方向转移疏散，其余游客通
过统一安排的车辆从绵阳市平武县
方向转移疏散。预计9日18时前疏
散转移完毕。

二问：救援如何？
昼夜驰援挺进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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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一线救援官兵外，武警
阿坝支队100名官兵在营区做好随
时增援准备；武警四川省总队 300
名官兵、武警交通一总队三支队360
名官兵、武警水电三总队九支队457
名官兵，分别在阿坝、成都、绵阳等
地营区担负机动增援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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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问：余震情况怎样？
或有6级余震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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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问：青山绿水被破坏？
不必惊慌未形成堰塞湖

9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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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水利厅有关负责人介
绍，盆景滩以上、火花海以下并未形
成堰塞湖。经核查，受堵塞河道为火
花海下游一条小河，垮塌体体积并不
大。至 9 日凌晨，河道已经正常过
流，河床水位抬高并不明显，“从上下
游的流量看，过流没有受影响。”

学术界认定堰塞湖的标准为：
堰塞体10米高以上；库容10万立方
米以上。“显然，受堵塞河道达不到
这个标准。”有关专家表示，根据观
测，目前河道和水流平稳，附近群众
不必惊慌。据前方记者报道，风景
区是否遭受损坏还需进一步核查。

五问：新疆地震与此有关？
从地质构造而言没有关系

8月 9日7时27分，在新疆博尔
塔拉州精河县附近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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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问：地震属于啥类型？
水平推挤 属走滑型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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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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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问：怎么看次生灾害？
救援人员要注意自身安全

余震、堰塞湖、山体滑坡等地震
次生灾害一直是震后各方关注的焦
点，也是影响抗震救灾工作的重要
方面。截至 9 日零时整，共记录到
地震总数为108次，其中，3.0至 3.9
级地震3次。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和
四川地震局等单位的专家紧急会商
后认为，在震区近几日仍存在发生
6.0级左右余震的可能，仍应注意防
范较强余震的发生。

此次地震震源深度为20公里，
专家表示：震源越浅，造成的地表山
地灾害越严重，但影响范围会小；震
源越深，造成地表山地灾害规模会
偏小，但范围更大、点多。崩塌、滚
石多发生于震中20公里范围内，该
地区本身就多发滑坡、泥石流等灾
害，地震后灾害很可能更多，所以在
抓紧时间救援的同时，救援人员也
要注意自身安全。

9名机组人员陪1名旅客飞往九寨沟
只为接126名重庆游客回家

广告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首席记者 郑三波

重庆1766名参团游客陆续回撤

重庆商报讯 记者从重庆市
旅游局获悉，截至昨日凌晨 6：
30， 经核查，九寨沟地震发生时，
我市共有8家旅行社、29辆旅游包

车、带团导游74名、1766名游客在
九寨沟地震区域。除1名游客伤
情较重在九寨沟县城医院手术，另
有10余人轻微伤外，其他重庆游
客均安全平安，都有导游全程陪
同。另据重庆市自驾旅游协会核

查反馈，该协会会员单位中的自驾
俱乐部无自驾团队在九寨沟地震
区。

目前，市旅游局正有序协调
地震区旅游团队安全撤返重庆，
指导相关旅行社做好善后工作。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许安全

重庆商报讯 “我们知道地
震了，就算是空机也会飞到九寨
沟，因为那里还有很多等着回重
庆的旅客。”昨天，川航郭光机长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九寨沟地震
发生后，许多前往九寨沟的乘客
放弃行程。作为航空公司的工作
人员，我们却不能放弃，哪怕只
有一个乘客。面对其他航空公司
取消了九寨沟的航班，郭光和另
一名机长何浩驾驶飞机，是地震
后，首架从灾区接回 126 名旅客
的机长。

起飞
航班上只有一名旅客

昨天，回到重庆的川航郭光
机长接受采访时说，他执飞的航
段为3U8328，从无锡苏南硕放机
场飞往九寨沟，原计划 19：35 起
飞，由于受雷雨天气及流量控制
影响，直到22时许才准备起飞。

这期间，九寨沟发生地震的
消息已传播开来，机长通知旅客
晚登机，大部分旅客考虑到安全，
123 位旅客中有 114 位自愿终止
行程，通过办理退票、改签手续。
乘务长孙天说，从 22：50 开始登
机，只有9位旅客上了飞机，其余
旅客均在候机区徘徊，没有上
机。最后，地服人员重置舱单、在
货舱中寻找出其托运行李；同时
乘务长安排乘务组，为9名旅客进
行餐饮服务、耐心解释、安抚；待
人数、行李核对完毕，乘务长报告
机长关闭舱门。

郭光介绍，关闭舱门后，正在
播放安全须知录像时，又有8名旅
客向乘务员提出：九寨沟地震后，
认为没有再去九寨沟旅游的必要，
大家临时决定终止行程。乘务长
与旅客沟通后，8名旅客在综合因
素考虑下确定需要终止行程。

乘务长孙天告诉记者，她第一

时间向机长申请了舱门解除预位，
做好旅客下机的准备。打开舱门
后，乘务长与地服做好了旅客的交
接，乘务组、安全员做了机上清舱，
确认机上没有旅客物品。到此时
机上仅有一名头等舱旅客。

机上仅有的这名头等舱石女
士，因在九寨沟有酒店生意需要
照顾，不得不连夜飞回九寨沟，她
上机时因紧张情绪双手发抖，头
等舱乘务员马洋璨蹲下来与她交
流，安抚其情绪。

起飞后，乘务长孙天主动与
石女士交流，得知她在九寨沟景
区的酒店因这次地震生意损失惨
重，而且酒店内部已经没有供电
了，但对于这次川航能够作为震
后首飞九寨沟，以及机上乘务员
能够贴心的照顾她安抚她，非常
满意和感谢。抵达九寨沟后，石
女士主动给乘务长、头等舱乘务
员留下自己的姓名、微信号与自
家酒店地址，希望以后能有机会
免费接待他们入住酒店。

降落
接126位乘客回重庆

9 日 凌 晨 ，郭 机 长 执 飞
3U8026 九寨沟至重庆航段。前
一个航段，抵达九寨沟时间是9日
凌晨01：30。

郭机长介绍，他还没有起飞到
九寨沟时，地震已经发生。“当时还
有126名旅客，地震发生后，他们
肯定焦急的等着飞机将他们接回
家。”他说，虽然条件允许降落，但
因为是地震灾区，很多情况都不明
白，贸然赶到九寨机场肯定很危
险，“我要为机上的空乘人员安全
负责，还要为接的126名旅客安全
负责，作为机长我可以不去，但
126名旅客背后有上千名家属都
在盼望着自己的亲人回来，最终我
选择到九寨机场去接他们。”

郭光介绍，126名旅客看到飞
机来接他们，大家都很感动。家

住沙区的旅客陈莎激动得哭了起
来。“没有想到地震发生后，你们
有人来接我们了，看到你们这是
我这一生最感动的时候。”她说，
虽然航班晚点，但乘客却理解，所
有的困难都是小事了，回家就是
最大的幸福。

旅客在登机时乘务组逐一对
旅客问好并以：“您久等了、您辛
苦了、欢迎回家”为迎客语；虽然
航班晚点，但因客观因素，还有
其他航空公司取消了九寨沟的航
班，旅客在机场有目共睹，在登
机时也同样回馈乘务组：“非常
感谢、谢谢你们专门来接我们、
终于有人接我们了。”在上客期
间及短短的50分钟的飞行时间，
乘务长通过直接询问组员了解
到：因旅客都在 8 月 8 日晚间 20
点，也就是地震前一小时赶到了
九寨沟黄龙机场进行候机，本次
航班的所有旅客均没有因地震影
响而受伤、身体不适，情绪比较
稳定；旅客下机时再次纷纷致以
乘务组感谢。

九寨沟黄龙机场九寨沟黄龙机场，，工作人员在给回重庆的旅客托运行李工作人员在给回重庆的旅客托运行李。。川航提供图川航提供图昨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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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据新华社

扫码关注长江财富微信扫码关注重庆银行微信

就诊之路更顺畅 您就是VIP
俗话说得好，“没啥别没钱，有啥别有病”。从现在的就医状

况来看，看病像打仗、挂号像春运，流程繁琐不说，还一号难求
……看病难，怎么破？重庆银行贴心为您送上全新健康服务升
级套餐，在细菌滋生、病毒活跃的三伏天里未雨绸缪您的身体健
康，为在高温战斗中的你们送上专属福利。

无需挂专家号，不用您排队等待，重庆银行想您所想，急您
所急。据重庆银行理财师温慧婷介绍，即日起至2017年12月
31日，重庆银行VIP卡（含黄金卡、铂金卡及钻石卡）达标客户，
均可免费享受指定三甲医院专家预约就医服务。您只需致电重
庆银行96899客服热线，即可轻松预约挂号新桥医院、重医附属
儿童医院、重医附一院、重医附二院这几家三甲医院。

陪同导诊 VIP中的战斗机
仅仅帮您预约挂号就完啦？错！错！错！活动期间重庆银

行还贴心送出新增福利，排队检查、开化验单、专家预约、取号拿
药……重庆银行VIP就医预约挂号服务全面升级，所有流程专
人代办，让您的就诊之路更加顺畅。

目前活动期间，普通卡客户可免费享受一次专家预约的就
诊服务。铂金客户预约后可享受专人提前取号的小导诊服务。
钻石客户预约后可享受专人全程陪同导诊，例如替用户挂号、拿
药、开化验单、排队检查等大导诊服务。大小导诊服务数量有
限，先到先得。

如何享受这样的贴心服务呢？非常简单。首先重庆银行提
供了预约当日后六天内号源（含专家号），重医附属儿童医院（本
部）提供预约当日后四天内号源（含专家号）。您需至少于就诊
前1天拨打重庆银行96899客服热线，提出预约挂号申请，在线
登记相关预约信息，待预约确认后，就诊当日可直接至预约医院
取号就医，享受陪同导诊。请注意一下预约的时间：周一至周五
早上8:00-下午4:30（儿童医院预约截至时间为下午4：00），周
末早上8:00-中午12：00，节假日不能预约喔！

再添新店 专属健康体检服务
身体健康当然要未雨绸缪，尤其是在这细菌滋生、病毒活跃

的三伏天里，更是要及时掌握身体状况，才能防病于未然。
因此每年一次的体检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次重庆银行联手

美年大健康指定门店，专门为铂金客户与钻石客户打造了专属的
体检服务，除去不必要的繁琐流程，还有多样的体检套餐。铂金
客户可选择男性套餐或女性套餐。钻石客户的选择更多，可在女
性套餐、男性套餐、心脑血管筛查套餐、肿瘤筛查女性套餐、肿瘤
筛查男性套餐中进行五选一。当然，您别忘了，提前1个工作日拨
打重庆银行客服热线96899进行预约，异地分行的客户需提前5
个工作日预约。体检时间为周一至周六上午7:30-10:30，若需
要增加体检项目，持重庆银行贵宾卡可享受体检价格6折优惠。
体检中心还可免费停车，体检完后记得在前台取停车票哦！

地区

重庆

成都

西安

贵阳

分院
江北分院

杨家坪分院

武侯分院

天府三街分院

金牛分院

天府新谷分院

星辉分院

凯尔分院

维康分院

高新分院

建国分院

南门分院

未央分院

康源分院

地址
重庆市江北区海尔路6号9幢

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
华润二十四城·万象润街19栋

成都市武侯区浆洗街27号
1-2楼（万里号旁）

成都市高新区府城大道中段
天府三街花样年·福年广场

T1-3楼（成都旗舰店）

成都市金牛区金沙路15号2楼
（市社保大厦旁）

成都市高新区府城大道西段339号
1-2楼（市一医院旁）

成都市金牛区星辉西路12号
附1号1-3楼

（西南建筑设计研究院旁）

成都市武侯区二环路
南四段36号（近川航佳园）

成都市锦江区净居寺路20号1-3楼

西安市雁塔区南二环西路154号
易和蓝钻

西安市碑林区互助路立交旁
互助路2号建国饭店东楼

西安市碑林区环城南路西段48
号城市郦景大厦

西安市未央区未央路164号双威
迎宾广场3楼

贵阳市南明区观水路46号

身体健康不容忽视
重庆银行送您健康绿色通道
枯藤老树昏鸦，空调WiFi西瓜……想象中的夏天应该是这样度过的。然而，火一样的事实告诉我们，一年

之中最热的“三伏”天已经进入“中伏”！四处都呈现出一种“烧烤”模式！炎热的天气不仅仅是让人觉得心慌意
乱，也是中暑、中风、心血管等疾病的高发时期，再加上饮食中生冷食物较多，更是容易导致肠道疾病的发生。

对于上班一族的小伙伴来说，在这种炎热的天气里每天还要早起上班，脖子肩膀酸疼，一不小心还得了
空调病，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怎么办？接招！！！！重庆银行理财师温慧婷告诉大家一个让人精神振奋的好
消息：重庆银行专属你们的健康福利来了……

服务对象
铂金IC借记卡、钻石IC借记卡达标持卡客户

服务时间
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服务地点
美年大健康指定门店（具体如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