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9日讯（记者 陈永
刚）暴雨突袭长沙城，长沙市防
指今天紧急召开第三次防汛会
商会议， 就当前雨水情和汛情
形势进行了全面分析。

今年以来， 长沙市累计平
均降雨652毫米，较历年同期均
值588毫米偏多10.9%。其中5月
份降雨65毫米， 较历年同期均
值58毫米略偏多。据统计，5月8
日8时至9日13时， 长沙市中雨
24站、大雨25站、暴雨117站、大
暴雨29站，全市平均降雨量55.8
毫米，为今年以来最大降雨。

受此轮降雨影响， 长沙市
江河水位全面上涨， 今日8时，
湘江长沙站水位29.07米， 流量
为3120秒立方米，长沙市黄材、
株树桥水库分别蓄 水 0.89和
1.73亿方， 比去年同期多蓄水
0.38和0.77亿方，市内其他水库
蓄水均达到6成以上。

据气象部门分析，9日白天
长沙市为大雨，局地暴雨，晚上
到10日降水强度减弱， 为中雨
转阴间多云。12～14日又将有一
次强降水天气过程发生， 过程
降雨总量100毫米左右 ， 局地
150毫米以上。

长沙市防指要求，气象、水
文部门要加强雨水情监测 ，及
时发布预警信息； 各部门要突
出防御重点， 强化山洪灾害防
御，坚决杜绝群死群伤，加强对

城市渍涝的防范和排除； 各级
各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
制度，保证24小时通讯畅通，一
旦发生险情及时处理与上报 ；
加强对水库的调度与防守 ，对
于正在除险加固的小型病险水
库，要加强监管，落实应急防范
措施，坚决确保不垮一库一坝。

又讯（记者 陈永刚 ）长沙
的大雨下了一天， 长沙城区许
多地段都有不同程度的积水现
象， 上下班高峰期交通也比较
拥堵。

今天中午12时许， 记者在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前的香
樟路上看到， 一处马路地势低
洼，整片被淹，积水很深。

由于雨量大，降雨时间长，
城区部分下水道排泄不畅 ，长
沙市城管、 市政部门已经全员
出动，成立了抢险预备队，并配
备好防汛物资和设备， 及时处
理突发事件。 对于新出现的排
水堵点， 市政部门安排专人24
小时值守， 并有专人清理泄水
口和打开泄水井盖并蹲守 。同
时 ， 长沙市城管局值班电话
88665110将24小时开通。

长沙市城区排水设施运行
服务中心已紧急启动应急预
案，城区灵官渡 、南湖港 、车站
路等21座排渍泵站全部开机排
渍。

长沙迎战今年最大降雨
落实应急防范措施，确保不垮一库一坝

本报5月9日讯 （记者 陈薇
通讯员 胡江涛）今天 ，平江普
降暴雨，梅仙、加义 、长寿等乡
镇受灾严重， 当地政府正组织
村民积极开展抗灾自救。

自4月28日以来， 平江县童
市镇、浯口镇、三市镇、瓮江镇、
梅仙镇、三墩乡、龙门镇 、虹桥
镇、 大坪乡等乡镇遭受暴雨、冰
雹袭击。童市镇东源村在26分钟
内降雨量达44毫米。全县16个乡
镇、386个村（居）不同程度受灾。

5月2日，梅仙镇姜源村兰家

山组， 由于连日受暴雨袭击，公
路发生多处塌方，严重威胁公路
旁6户村民房屋安全。该镇党委、
政府及时将6户村民共27人全
部转移到安全区安置。据悉，梅
仙镇姜源村兰家山组公路连接
梅仙、大洲两个乡镇，是一条重
要的乡村公路。 公路塌方给当
地群众生产、 生活造成极大不
便，必须立即着手修复公路。当
地已组织村民开展抗灾自救 ，
并向上级部门争取资金， 尽快
解决路面塌方问题。

本报5月9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金中平 周 晓 鹏
李青松 杨晓）5月8日至9日，怀化
市溆浦县、沅陵县、辰溪县暴雨成
灾，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目前，3
县干群已紧急投入抗灾自救。

5月8日至9日， 溆浦县陶金
坪 、双井 、岩家垅等乡镇突降大
到暴雨 ，引发山洪 ，造成17个乡
镇农田被淹 、公路被毁 、通讯中
断。灾情发生后，溆浦县委、县政
府迅速开展抗灾救灾等各项工
作，并要求各乡镇特别是强降雨
集中地区及中型水库主要负责

人彻夜值守 ， 及时关注天气预
报、预警，掌握各类险情。确保不
垮一塘一坝一堤，确保人民群众
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目前 ，该县
正在组织调运救灾物资，落实卫
生防疫消毒措施，确保灾民有饭
吃 ，有安身之所 。涉农部门积极
指导受灾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努
力把损失降到最低。

5月8日12时至9日12时，沅陵
县普降暴雨，全县有20个乡镇不
同程度受灾。接到暴雨橙色预警
后，该县防办将气象信息利用山
洪预警平台及时通知各乡镇防

办及防汛责任人，针对降雨大的
乡镇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及时
调度。在家的县级领导纷纷下到
联系乡镇， 具体指导防汛工作。
全县对1200名群众进行了及时的
转移。

5月8日晚以来， 辰溪县普降
暴雨， 全县乡镇不同程度受灾。
县委 、 县政府迅即启动防汛预
案，40位县级领导立即赶赴所联
系乡镇、企业指导防汛抗灾，1万
多名机关党员干部带领群众奋
力抗灾自救 。截至目前 ，全县累
计转移群众1100人。

黄花机场3个航班备降
本报5月9日讯（记者 陶海音 通讯员 曹泽明）

今天10时40分左右，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上空因雷
雨 天 气 ，3个 进 港 航 班 备 降 其 他 机 场 。 其 中
ZH9977、HU7635备降武汉 ，JD5179备降桂林 。黄
花机场积极开展对滞留旅客的安抚解释工作，滞
留旅客情绪稳定， 对天气原因造成的航班延误表
示理解。

截 至 17时 止 ， 备 降 周 边 机 场 的 ZH9977、
HU7635、JD5179三个航班都已顺利返回黄花机
场 。 对 应 的 延 误 出 港 航 班 HU7636、JD5180、
ZH9977也已经安全离港。

黄花机场对天气原因给旅客带来的不便深表
歉意， 请旅客密切关注机场通过媒体发布的即时
消息， 或者在出行前拨打机场问讯电话：0731—
84798777； 乘坐南方航空公司航班的旅客请拨电
话：0731—84799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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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意挑起事端
黄岩岛距离海南岛550海里。 “黄岩岛

一带是我们潭门人祖祖辈辈耕耘的海域， 上
一辈人领着下一辈人， 传承着潜捕、 航海等
谋生的技巧。” 潭门渔民柯维秀说。

世代在自家的岛礁上捕鱼的渔民， 自上
世纪90年代开始， 频频遭到菲律宾军方的袭
扰。 据农业部南海区渔政局介绍， 1998年，
我四艘渔船相继在黄岩岛海域被菲海军拦
截， 51位渔民被菲拘押近半年； 1999年， 一
艘中国渔船在黄岩岛遭菲军舰撞沉 。 2000
年-2011年， 菲律宾军舰在黄岩岛海域追赶、
抢劫、 抓扣等袭扰事件10宗， 涉及我渔船32
艘， 渔民439人。

“小动作”不断
1997年以前， 菲律宾从未对中国政府对

黄岩岛行使主权管辖和开发利用提出任何异
议。 但最近十多年来，菲律宾在黄岩岛“小动
作”不断，隔三差五挑起事端，觊觎黄岩岛的
主权。

菲律宾的 “地理邻近论”、“专属经济区
论”、“主权继承论” 等种种说辞从国际法上
说根本经不起推敲。 ”中国南海研究院学者
刘锋说 ，正是基于这种 “虚弱感 ”，菲当局在
“无理狡辩 ”的同时 ，意欲先下手为强 ，将黄
岩岛“收入囊中”，占据所谓的主动。 菲律宾
此次派出军舰袭扰在黄岩岛海域正常作业
的中国渔民 ，尔后又步步紧逼 ，力推局势升
温 ， 显然是菲当局误判形势而进行的一次
“政治投机”。

鼓动反华游行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9日表示， 菲律宾方

面在黄岩岛事件中不断发表措辞强硬的言
论， 煽动民众情绪， 严重损害了中菲双边关
系的气氛。

洪磊表示， “我们注意到， 菲方在此次
黄岩岛事件中不断发表措辞强硬的言论，煽动
民众情绪，严重损害了中菲双边关系的气氛。”

“菲方还鼓动国内民众和海外侨民发起
针对中国的游行示威， 这种行为已经引发海
内外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应和关注。 ”洪磊说，
中方希望菲方不要进一步损伤两国关系。

事态发展不容乐观
自4月10日来， 菲律宾在黄岩岛海域挑

起主权争议已近一个月。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

所所长曲星表示， 黄岩岛事态下一步如何发
展， 完全取决于菲律宾方面如何作为。

“如果菲律宾撤走在黄岩岛海域船只，
停止干扰中国渔船作业和中国政府公务船依
法执行公务， 事态就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如
果菲律宾继续错误行动 ， 事态可能就会升

级， 向更复杂化和长期化发展。” 曲星说。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董漫远认

为， 从目前看， 菲律宾方面仍然继续错误估
计形势， 继续坚持战略误判， 黄岩岛事态在
短期内的发展难以令人乐观。

董漫远认为， 中方正在加大对菲律宾就

黄岩岛问题进行外交斡旋的力度， 坚持通过
外交协商解决当前事态， 让菲律宾纠正错误
立场、 放弃无理主张， 尽快回到正确的道路
上来。 如菲方继续一意孤行地挑战中国的主
权底线， 必将承担由此引发的严重后果。

（据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

近一个月以来， 菲律宾在我国中沙黄岩岛海域不断制造事端： 袭扰中国
渔船， 提出国际仲裁， 给黄岩岛改名， 欲去除岛上与中国有关的标志……

菲律宾意欲何为
新华社记者 徐松 陈玉明 赵叶苹

近一个月来， 菲律宾对中国坚持通过外交
协商解决事态的立场置若罔闻，不计后果、花样
百出地在中国固有领土黄岩岛海域制造种种事
端，变本加厉地不断扩大事态，严重侵犯了中国
的主权。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 中方对黄岩岛的
主权具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黄岩岛海域
是中国传统渔场， 中国渔民祖祖辈辈在黄岩岛
海域打鱼。然而为达到攫取我黄岩岛的目的，近
一个时期以来，菲律宾公然在世人的眼皮底下，
采取更改黄岩岛岛名、 清除岛上标识等挑衅举
动，并图谋以向美求援、吁邻站队、大打悲情牌
等方式，不断扩大乃至恶化事态。

菲律宾为什么不听中方劝说一味扩大事
态？底气不足的菲律宾心里明白，唯有最大限度
地把事态扩大化、复杂化、国际化，才能指望浑
水摸鱼，捞得好处。

从菲律宾当局的言行来看， 菲方从一开始
就对整个形势和周边反应做出了一厢情愿而且
极为错误的判断， 竟以为中国一贯奉行睦邻友
好政策、坚持和平发展，就可以因此任意踩踏中
国的底线， 大大低估了中国捍卫固有领土主权
的决心。

实际上， 事态发展已经给躁动的菲律宾泼
了不少冷水。菲一直想挟“洋”自重，但早在事态
发生前， 菲律宾劫持东盟金边峰会的意图便遭
挫败。 菲想拉美国介入，但美国国务卿希拉里·
克林顿日前明确表示， 美方在南海主权争端中
不偏袒任何一方。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世界经济因中国的快
速发展而充满活力，其经济红利惠及包括菲律宾
在内的东南亚乃至整个世界。 但菲律宾不肯克制
妄得之心，一意孤行地恶化两国关系，其所作所为
无疑对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有百害而无一益。

中国对周边国家一贯主张睦邻友好。 但菲
律宾必须明白， 在事关领土主权的核心利益问
题上，中国的底线决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鉴于菲律宾不计后果地一意孤行， 中方已
做好应对菲方扩大事态的各种准备。 但不论黄
岩岛事态下一步如何发展，中国坚持与邻为善、
以邻为伴、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政策不会变，营
造和平稳定、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地区与国际
环境的愿望不会变， 而中国捍卫固有领土主权
的决心与意志， 也同样不会在任何情况下发生
动摇。

一个月来， 面对菲律宾在黄岩岛制造的各
种事端，中国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现在，中国
的应对还加了一个“有力”。 没有任何国家会容
忍他国任意和长期踩踏自己的领土主权红线。
菲律宾政府的当务之急， 不是继续一意孤行地
搞小动作，而是清醒头脑，尽快回归正确道路。

（据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

■新华时评

踩踏中国底线：
菲律宾莫打错算盘
新华社记者 徐剑梅

5月9日， 中国首座深水钻井平台 “海洋石油981” 在南海首钻成功， 中国海洋石油深水战略迈出实质性步伐。 新华社发

安化启动三级防汛应急响应
本报5月9日讯（记者 朱智 陈月红）5月8日11

时至5月9日15时，安化县普降暴雨，导致大部分乡
镇受灾，全县受灾人口达9万余人，直接经济损失
达7000多万元。15时30分，安化境内资江所有渡口
因涨水停止过渡。

记者从安化县防指了解到， 暴雨袭击了绝大
部分乡镇，其中3个乡镇降雨量达100毫米以上，烟
溪镇、奎溪镇、梅城镇等9个乡镇受灾较为严重，全
县有34户124间房屋全倒，烟溪镇电力、通讯、交通
中断。

5月9日0时， 安化县启动三级防汛应急响应，
县、乡（镇）迅速组织干部群众奔赴一线开展抗灾
救灾，发动当地群众亲帮亲、邻帮邻，受灾群众很
快得到妥善安置。

溆浦沅陵辰溪3县奋起抗灾

平江积极抗灾自救

本报5月9日讯（记者 段云行
贺威 通讯员 杨国栋 廖鹤松 ）5
月8日至9日， 娄底市遭受强降雨
袭击，普降大到暴雨，局部地区降
大暴雨，部分地区受灾严重。

据娄底市防汛办介绍，5月8日
16时至5月9日20时， 娄底市有100
个站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其中23

站降雨量超100毫米。 强降水主要
集中在新化中部、 冷水江北部、涟
源北部。涟源市安平、龙塘、石马
山、斗笠山等乡镇强对流极端天气
最大风速达8级以上， 最大冰雹直
径达22毫米。极端天气共造成涟源
倒塌房屋1030间， 受损房屋17614
间，紧急转移安置5427人。

灾情发生后， 娄底市和涟源
市两级政府立即组织指导防灾救
灾工作。民政、卫生等部门协同受
灾乡镇抓紧搜救被困人员， 救治
受伤人员，发放救灾物资和资金，
安抚遇难人员亲属。目前，受伤人
员已全部送医院医治， 房屋受损
家庭的生活得到了妥善安排，受
灾群众情绪稳定。 因灾中断供电
通讯的工矿企业和居民区已恢复
了电力和通讯，主干道路畅通。

娄底转移安置5427人

湖南境内30多趟旅客列车晚点

广铁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
本报5月9日讯（记者 陶海音 通讯员 袁建平）

受连续特大暴雨影响，8日、9日湖南境内焦柳、沪
昆、渝怀铁路30多趟旅客列车出现不同程度晚点。
广铁集团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全力疏导晚点列车，
确保旅客列车绝对安全。

针对暴雨造成的影响， 铁路部门一方面迅速
组织数百人徒步检查线路， 安排大批业务干部添
乘机车、开行轨道车对线路进行动态检查，确保限
速区段列车运行安全。 另一方面加强调度指挥，及
时采取停开货车、 组织列车反方向运行等应急措
施，确保旅客列车优先通行。同时，铁路部门在各车
站开辟候车专区，开设退票和改签专窗，利用站车
广播和电子显示屏通报晚点信息，积极服务旅客。

5月9日，车辆从长沙市万家丽路与芙蓉南路交叉口小心涉水通过。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暴雨来袭 紧急应对

据新华社南海981钻井平台5月9日电 9
日上午9时38分，我国首座自主设计、建造的
第六代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海洋石油981”
的钻头在南海荔湾6-1区域约1500米深的水
下探入地层， 标志着我国海洋石油工业的
“深水战略”由此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此次南海首钻是我国石油公司首次独
立进行深水油气勘探开发， 也使我国成为
第一个在南海自营勘探开发深水油气资源
的国家。 作为我国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由浅
水迈向深水的重要里程碑， 此举意味着我
国海洋石油工业深水勘探开发的序幕正式
拉开。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董事长王宜林当
天在北京举行的 “海洋石油981” 深水钻井
平台开钻仪式上指出 ， 大型深水装备是
“流动的国土”， 是大力推进海洋石油工业
跨越发展的 “战略利器”。 “海洋石油981”
在我国南海海域正式开钻， 开启了中国海
油正式挺进深水的新征程， 拓展了我国石
油工业发展的新空间， 必将为保障我国能
源安全、 推进海洋强国战略和维护我国领
海主权做出新贡献。

“海洋石油981”由中国海油全额投资建
造， 中国海油拥有该船型的自主知识产权。
该船是世界上首次按照南海恶劣海况设计

的，能抵御200年一遇的台风，将主要用于南
海深水油田的勘探钻井、生产钻井、完井和
修井作业。

国际上一般将水深超过300米海域的油
气资源定义为深水油气， 1500米水深以上
称为超深水。 近年来， 在全球获得的重大
勘探发现中， 有50%来自海洋， 主要是深水
海域。 深水海域已经成为国际上油气勘探
开发的重要接替区域。

我国南海油气资源极为丰富，整个南海
盆地群石油地质资源量约在230亿至300亿
吨之间，天然气总地质资源量约为16万亿立
方米，占我国油气总资源量的三分之一。

我国首座深水钻井平台开钻成功

“流动的国土”维护领海主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