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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记者 张尚武 通讯
员 谢仲桂 夏礼明）连续强降雨，全省多地农
业生产受灾严重。 省农技推广总站今天动员
万名农技干部深入一线， 抢抓暴雨间歇救灾
补损。

据气象预报， 近两天强雨带移至湘中以
南，但28日至30日雨带又将北抬；29日至7月1
日，强降雨又杀“回马枪”，回到湘西和湘北地
区。

面对“雨带徘徊,�洪水叠加”的严峻局面，
农业救灾补损刻不容缓。 省农技推广总站站
长邓辉平称，抢抓暴雨间歇期，落实补损技术
措施，农技推广部门已通过微信公众号、微信
群、QQ群、技术明白纸、视频等方式，把救灾

补损技术发送给合作社、大户。眼下,农技员要
进村入户， 确保三大补损措施落实到田间地
头，把灾害损失降至最低。

落实水稻生产补损措施。 当前正值晚稻
播种时节，各地要避免强降雨天气播种下田。
受淹的早稻， 要想尽办法排水， 减轻水淹时
间。 退水后，稻田要迅速施药，防止水稻细菌
性褐条病、白叶枯病等蔓延；对于追肥后不久
被水冲走的缺肥稻田，要及时补充肥料，并喷
施叶面肥。

落实经济作物补损措施。 及时采摘已经
成熟的蓝莓、杨梅、桃子、西瓜、甜瓜等瓜果，
减轻暴雨对杨梅、蓝莓等易落水果造成损失。
及时采摘已经成熟的露地西红柿， 防止因裂

果加重损失。 加固蔬菜、水果、苗木大棚等设
施，做好防范下一轮强降雨的准备。

落实稻田养殖补损措施。 稻田养鱼养虾
受灾的，要尽快排涝排污，修复田间设施，捞
出杂物和病死鱼虾，调节好水质，加强病害防
控。 根据鱼虾逃跑程度，适度补苗补种。 稻田
补充种虾的，为了规避高温，要在水稻孕穗期
复水后补充。

湖南日报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陈吕芳 陈凡军 傅芳

6月22日以来,湖南省各地出现持续性强
降雨，多地暴雨如注。 全省通信行业在第一
时间内投入到防汛抗灾中，确保通信畅通。

湖南电信：全力保卫通信生命线
湖南电信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省市

联动、组织多支队伍全力救灾，全力以赴打响
抗击强降雨灾害保卫通信生命线的战役。

暴雨导致湘西泸溪、凤凰、吉首、花垣
等多处山体滑坡、 河水上涨淹埋公路，湘
西电信多处光缆杆路损毁， 局站停电，通
信阻断。 全州共中断无线基站110个，倒杆
125根， 受损光缆157皮长公里,�影响固定
电话4万户，数据用户4万户。

自治州电信分公司立即启动应急预
案， 派出抢修队伍赶赴各地进行快速抢
修。 24日晚上21点， 通过约7个小时的抢
修，凤凰至怀化麻阳二干光缆紧急修复。

据初步统计，此轮暴雨中，岳阳电信
分公司全区受损光缆25皮长公里，倒断电
杆269根，近万户用户通信受到影响。

岳阳电信分公司紧急部署，快速组织
人员和力量奔赴受灾地区开展抢修保障，
到6月25日17点，投入抢险恢复物资、资金
总计125.35万元， 抢险人员270余人次，车
辆146余台次。 全区恢复光缆24.96皮长公
里，全部倒杆电杆已经恢复扶正，全部移
动、数据通信用户已经恢复。

湖南联通：
保障应急专业组全线出动
此次暴雨， 湖南联通累计基站停电

3418站次，基站退服1484站次，影响本地
网光缆145皮长公里、杆路379根。 险情出
现后，湖南联通成立了防汛应急通信领导
小组和汛期通信保障应急专业组，指挥全
省各级运维单位投入到防汛抗灾的通信保
障中。

6月23日晚10点， 岳阳联通核心汇聚
节点华城大酒店机房被淹。 为快速恢复业
务，他们连夜抢修。 为快速排水，棉被、水
桶、扫帚齐上阵，在大雨天的凌晨忙出了满
头大汗。 积水排出后，他们开始设备割接。
旧设备拆卸、尾纤布放……凌晨3点半，华
城大酒店IPRAN汇聚设备重新开通，各项
业务恢复正常。

目前， 全省累计出动应急保障人员
1036人次，车辆344台次，油机发电516站
次。

湖南移动：争分夺秒全力抢修
面对暴雨洪灾，湖南移动紧急组织召

开了全省防汛应急通信保障视讯会议，组
织制定应急方案，抽调人员成立多支抢修
队伍奔赴各受灾区县，争分夺秒全力抢修，
不断加强干线、核心机房巡检力度，排除线
路、设备安全隐患，保障通信网络畅通。

强降雨造成怀化沅陵、辰溪、溆浦、麻
阳、鹤城、会同、通道等7个县市区99个乡
镇不同程度受灾。 怀化移动认真组织，积
极防范，领导班子坐镇值班，密切关注汛
情，做到物资和人员到位，做好紧急调度、
协调、处理，尽快查险、抢险、排险，最大限
度地降低暴雨给客户带来的影响。

截至目前，怀化移动网络运行平稳，所
有受灾故障均已全部抢修恢复，网点正常
营业，生产紧张有序。

� � � �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 （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向晓玲 邓溶 ）6月26日上午10时
40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武溪
镇黑塘村第4批村民乘坐冲锋舟抵达安全
地点，安全撤离转移的34人，分批安置在
泸溪省级工业集中区的标准厂房。其中，有
1家有产妇，孩子才出生10余天，该镇党委
特意把这家人安排到了附近宾馆， 便于对
孩子和产妇的悉心照顾。 这是自治州妥善
安置受灾群众的一个感人故事。

6月22日至25日， 自治
州发生持续性降雨过程，普
降大到暴雨，局部地区特大
暴雨，引发了较大洪涝灾害
和山体滑坡事故。 此次强降
雨，造成泸溪县、吉首市、花
垣县、凤凰县、永顺县等县
市受灾严重。 据初步统计，8
县市104个乡镇35.40万人
不同程度受灾, 紧急转移群
众1.94万人。

灾情发生后，自治州共
派出27个工作组，分别赶赴
灾区查灾救灾， 组织乡镇、
村组干部，将水淹房屋和住
房损毁的受灾群众按投亲
靠友、就近安置等方式进行
分散安置，并设立了12个受

灾群众集中安置点，集中安置受灾群众。 紧
急采购救灾棉被、大米、食用油等生活用品，
及时发放给受灾群众，确保灾区困难群众有
饭吃、有清洁水喝、有地方住。

在抗灾救灾中，自治州所有州级领导均
深入各自联系县市和单位指导抗灾救灾工
作。自治州州委书记叶红专第一时间奔赴泸
溪县山体滑坡垮塌现场，组织救灾工作。 州
长龙晓华从23日起，先后深入花垣、保靖、泸
溪、吉首、凤凰等县市一线靠前指挥。

抢抓暴雨间歇落实技术措施

湖南万名农技干部救灾补损
力保汛期通信畅

自治州：妥善安置受灾群众
设立12个集中安置点， 紧急转移群众1.94万人

全力防汛抗灾 抓紧恢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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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 (记者 刘勇 柳德
新 通讯员 杨粲) 今天起， 资水、 沅水流域
的五强溪、 凤滩、 柘溪等大型水库开始腾出
库容， 迎战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强降雨。 省防
指科学调度大型水库， 五强溪、 凤滩、 柘
溪、 水府庙等4大水库在6月22日至25日拦蓄
洪水近20亿立方米， 极大减轻了沅水、 资
水、 湘江下游及洞庭湖区的防洪压力。

科学研判决策。 在暴雨来临前， 省防指
提前对五强溪水库实施预泄调度， 消落库水
位3.54米， 增加调蓄库容3.46亿立方米； 调
度柘溪水库、 凤滩水库满负荷发电， 分别消
落库水位4.17米、 6.76米， 增加调蓄库容3.5
亿立方米、 2.09亿立方米。

准确预测预报。 在降雨发生前， 省气
象、 水文部门对此次降雨过程的主要落区、
强度、 河流预期上涨情况作出准确预测； 在

强降雨过程中， 密切跟踪天气变化， 加密降
雨、 洪水预测预报， 为省防指科学决策提供
了可靠依据。

强化精细调度。 省防指统筹兼顾上下
游， 开展精细化调度， 连续3次召开防汛会
商会， 抓准汛情关键， 科学制定调度方案，
下发洪水调度命令7个， 精准调度各大型水
库拦蓄洪水。

通过“高抛低吸”， 拦洪削峰， 各大水
库减灾成效突出。 通过五强溪水库和凤滩水
库联合调度， 降低下游沅水桃源站洪峰水位
约3米、常德站洪峰水位约2.5米；柘溪水库削
减洪峰流量4320立方米每秒， 拦蓄洪水4.86
亿立方米， 降低下游资水桃江站洪峰水位约
1.5米；水府庙水库削减洪峰流量2300立方米
每秒，削峰率71.7%，拦蓄洪量1.29亿立方米，
降低下游湘江湘潭站洪峰水位约1米。

“高抛低吸” 拦洪削峰

湖南4大水库拦蓄洪水近20亿立方米古丈公路人
昼夜兼程保畅安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 （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粟烟 匡皓） 古丈县70多人组成的
公路应急抢险队， 其中有39名共产党员，
大家连日来日夜奋战在全县干线及农村公
路防汛抢险保畅通工作中， 确保了道路安
全畅通无阻。

由于XJ08线岩槽河段山体比较陡峭，
加上一直持续降雨， 无法抢修， 25日雨水
较小， 县公路局局长敖金耀积极组织社会
力量， 从张吉怀高铁一标项目部调来推土
机和挖掘机进行抢修， 这条通镇公路是张
吉怀高铁一标吉首隧道的主要施工通道，
在25日下午6时顺利抢通。 由于该县对中
断公路进行及时抢险抢通， 才有了条条生
命通道的安全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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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
被困人员
6月27日晚， 巫水河

绥宁县长铺子苗族侗族
乡芷坪村段， 被困人员
被成功转移。 当天17时
许， 该村通往外界的道
路被垮塌的泥石阻断， 9
名村民被困。 23时许，
县武装部及消防大队官
兵成功救出被困人员。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