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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良

连续多日的强降雨， 全省正面临
着自1961年以来未曾有过的冬汛 ， 目
前已导致永州、 郴州、 衡阳、 邵阳15
个县区的25万多人受灾， 直接经济损
失超过4亿元。 更令人担忧的是， 新一
轮强降雨即将袭来， 全省尤其是湘江
流域将面临洪水袭击的叠加压力。

这场冬汛超出了平常预期， 且这
次降雨出现了强度大、 降雨区域相对
集中的特点， 几天时间内， 全省平均
降雨量接近60毫米， 主要降雨区相对
集中在湘江流域。

应对春夏防汛工作， 我们已经探
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行动预案， 有着
较为充裕的物资准备和充分的思想准
备。 但面对这场罕见的冬汛， 无论是
防汛物资储备 ， 还是防汛平台动员 ，
抑或思想上的准备， 对各地而言都是
一种挑战、 一种考验。

另一层面而言， 冬季枯水期本来
是全省各地涉江、 涉河工程加紧施工

建设的季节。 突如其来的冬汛， 让这
些工程建设面临着既要保证工程进度，
又要抵御洪水危险的双重压力。

虽然到16日凌晨 ， 湘江洪峰已顺
利流经长沙注入洞庭湖， 但全省防汛
工作依旧复杂， 容不得任何松劲和麻
痹大意。 前一轮降雨过后， 江河水位
大幅抬升。 据气象部门预计， 今后几
天， 全省大部分地区仍将有一次较强
降雨天气过程。 两轮洪峰的叠加 ， 将
加剧全省防汛的压力和难度。

汛情没有季节之分， 洪水所裹挟
的破坏力也不存在着季节上的区别 ；
保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一样是抵御
这场冬汛的目标指向。 汛情就是命令，
全省所有与防汛工作有关的地区、 部
门 、 单位 ， 必须立即进入 “防汛模
式”， 按照防汛责任制要求， 坚决落实
各项应急措施， 加强应急调度， 以坚
决有效的行动确保安全度汛， 确保洪
峰流域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要以防汛
抗洪的成效 ， 作为检验 “三严三实 ”
专题教育成果的重要一环。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 （记者 陈勇
通讯员 祝林书）今天，省减灾委向各成
员单位、 市州减灾委发出紧急通知，要
求认真防范湘江冬汛，做好防灾抗灾救
灾工作。

11月10日以来， 我省湘中以南地
区出现了一轮较为明显的强降雨过程，
导致湘江干流中上游河段发生1961年
以来最大冬汛， 衡山以上河段水位大
幅超警戒水位。 省气象台预报， 未来
一周我省雨日较多， 15至17日有一次
较强降雨天气过程发生。 各地前期降
雨已致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 水库、
塘坝蓄水较满， 基本没有调蓄能力；
湘江流域溪、 河底水较高， 蓄泄能力
降低； 再遇降雨过程， 致灾风险加大，
工程出险几率增多， 全省面临历史同
期从未有过的复杂局面， 防灾抗灾救
灾形势严峻复杂。

省减灾委要求各地进一步加强组

织领导和协调配合， 明确主体责任，
落实应对措施， 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
灾区一线靠前指挥， 及时研究解决工
作中遇到的新困难新问题。 按照职责
认真做好雨情、 水情、 汛情的趋势分
析和研判， 及时发布灾害预警预报信
息。 要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尤其
要加强中小学校、 幼儿园、 卫生院、
福利院、 敬老院、 建筑工地、 旅游景
点、 避灾场所等人员密集区的隐患排
查。 密切关注灾情发展趋势， 视情及
时启动各类救灾应急预案， 及时组织
抢险救援， 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
及时调运发放救灾物资， 安排下拨各
类救灾资金， 抓紧做好灾毁道路、 电
力、 通信、 供水等基础设施的抢修抢
通以及卫生防疫工作， 确保受灾群众
有干净水喝、 有饭吃、 有衣穿、 有地
方住、 有病能得到及时治疗， 尽早恢
复灾区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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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汛袭来，莫松劲别大意

省减灾委发出紧急通知要求

全力做好当前防灾抗灾救灾工作

11月 16日
下午 ， 湘江长
沙市望城区河
段 ， 水位全面
上涨 ， 水面呈
黄色 。 自 10日
起 ， 湖南南部
地区连降暴雨，
湘江中上游发
生 1961年 有 气
象记录以来的
最大冬汛 ， 部
分站点超警 戒
水位。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湘江发生1961年以来最大冬汛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 （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 今天上午， 记者
从郴州市防汛办获悉， 该市降雨主
要集中在桂东、 汝城、 临武、 宜
章、 北湖； 24小时降雨量都在100
毫米以上， 最大的降雨达133.6毫
米， 发生在汝城县三江口镇。

受暴雨影响， 该市主要河流水
势上涨， 桂东沤江寨前站5时出现

洪峰水位721.49米， 超警戒水位
0.39米， 其他河流暂未超警戒， 主
要河流都已开闸泄洪； 青山垅水
库， 苏仙区山河水库、 翠江电站，
汝城花木桥电站， 资兴市程江口电
站， 永兴县黄口堰水库、 一级、 二
级电站也已开闸泄洪， 其他大中型
水库均在正常水位以下运行。 郴州
市中心城区南岭大道广电中心华天

段， 城前岭立交桥， 燕泉路与五里
堆路交叉处、 燕泉路与龙泉路交叉
处、 苏仙南路苏仙宾馆段等部分地
区积水； 北湖区芙蓉乡屋场坪村、
永春乡桃园村、 梨树下村山体滑坡
10处， 路基损坏2处， 转移人口10
余人； 桂东增口乡东山电站、 普乐
镇油萝口电站、 青山乡红光一级电
站一度进水， 部分农田受淹； 汝城

县三江口镇、 热水镇部分旅游设施
被淹。

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 今天全
市仍有中到大雨， 局地暴雨。 该市
各级各部门继续加强值班值守、 严
防局部强降雨引发山洪地质灾害和
城镇内涝， 强化水库防守调度， 加
强堤防沿岸防守， 确保人员安全和
工程安全。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 （记者
陈鸿飞） 连日来， 受湘江上游地区
暴雨来水影响， 湘江衡阳干流水位
陡涨， 衡阳市遭遇罕见冬汛。 至今
天上午11时， 湘江衡阳站洪峰水位
达56.94米， 超警戒水位0.44米。

“近几天湘江衡阳干流洪流汹
涌， 确实少见。” 在衡阳市柴埠门
码头操舵20多年的客渡船船长胡世

冬告诉记者， 自11月11日下午开
始， 江水一路飙涨， 今天上涨70多
厘米。

今天上午11时， 记者在湘江衡
阳西岸看见， 陡涨的江水没及风光
带亲水平台护栏墩顶端。 为保证乘
客安全渡江， 轮渡水手正加紧调
高、 加长跳板。 在沿江北路风光带
地上， 散落着几节断开的护栏。 附

近居民告诉记者， 11月15日晚， 湘
江水上涨淹没了风光带， 江里游船
分辨不清方向， 不慎将护栏撞倒。
衡阳市防指负责人说， 今天上午11
时， 湘江归阳站水位45.9米、 衡山
站水位50.66米， 分别超警戒水位
1.9米、 1.66米。

据了解， 此次冬汛造成衡阳市
8个县市区31个乡镇近万人受灾，

已紧急转移900余人， 农作物被淹
2万余亩。 针对汛情， 衡阳市从11
月13日8时起， 恢复24小时防汛值
班， 及时启动三级防汛应急响应。
全市各级防汛责任人加强值班值
守， 严密防守， 确保洪水平稳退至
警戒水位以下。 同时， 紧急启动泵
站排涝， 保障湘江沿线23万居民安
全。

衡阳遭遇罕见冬汛
8个县市区近万群众受灾

郴州江河水库开闸泄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