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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志成城夺取防汛抗灾胜利 携手

抗洪抢险，国企在行动
湖南日报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邓建英 候涯宾 姚跃初 游雪珍

连日来，湖南建工集团、华天集团、交水
建集团、新天地集团等省属国有企业，在洪灾
面前主动担当，全力投入抗洪抢险，以实际行
动彰显国企大爱。

建工集团：危急关口显身手
洪水逼近，危急时刻。勇担社会责任的湖
南建工人众志成城，冲锋在前，在各地投身抗
洪抢险一线。
7月2日凌晨1时45分，湖南建工集团四公
司接到湘潭市发来的抗洪抢险请求， 组织40
余名抗洪救灾志愿者赶赴抢险现场。同时，还
紧急调运钢管5000米、 消毒粉2吨、 尼龙绳
5000米等物资。
连日暴雨导致湘潭市河西市政排水泵房
水泵受损，情况十分严重，泵房片区积水深度
最深达5米，如不及时处理，将导致整个雨湖
片区排水倒灌，地下管网管线无法正常运行，
造成城区内涝。
命令如山。 四公司紧急组织志愿者20分
钟赶赴水泵房抢险，大家分工合作，经过3个
多小时的紧急救援，11台水泵同时作业，至早
上5时，水位明显下降，灾情得到有效控制。上
午10时，奋战了8个小时的志愿者撤出前线。

华天集团：组建抗洪抢险应急分队
7月2日6时30分，湘江长沙站超历史最高

水位。得知汛情严峻，华天集团积极响应省委
省政府及省国资委的号召， 第一时间精心挑
选近100名精兵强将，组成华天集团抗洪抢险
应急分队，在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蒋利亚的
带领下，赶赴湘江沿线，参与固堤防汛工作。
装沙袋、运沙袋、加固河堤……经过4个
小时的连续作战， 华天集团抗洪抢险应急分
队顺利完成抢险任务。
华天集团还召开专门会议， 部署旗下各
企业积极参与抗洪抢险：在出现特殊险情时，
酒店可作为市民安全避护场所， 全力配合政
府做好受灾群众安置工作； 灾区各酒店立即
行动，集中向一线抗洪人员提供食品、饮水、
防暑品等支援物资；针对长沙、宁乡、永州等
重灾区，集团将组织200人的抗洪抢险志愿突
击队，参与当地救灾工作。

交水建集团：封堵决口当先锋
堵决口、筑子堤，转运物资、加强巡查，湖
南交水建集团在三湘各地抗洪抢险 勇 当 先
锋。
7月1日， 交水建集团旗下湖南路桥九分
公司一项目部接到泸溪县防洪指挥部电话，
“泸溪县浦市镇河堤出现险情，请求增援”。项
目部积极组织人员及设备，50名人员及数台
抗洪抢险设备（包括挖机、装载机、吊车、后八
轮货车）第一时间赶到了浦市镇河堤决堤口。
从晚上7时开始投入抢险，在泸溪县防洪
指挥部的协调下， 经过全体抢险人员的共同
努力，破堤缺口于7月2日凌晨4时20分被成功

封堵。随后，项目部又组织抢险人员，继续抢
运预制板、石料等加固堤坝，并帮助受灾群众
转移。
6月30日至7月2日，湖南路桥南洞庭大桥
项目部与洪水水位赛跑， 未雨绸缪制定防汛
预案，深夜抢筑防洪子堤，及时转运物资，确
保国有财产未受损失。

新天地集团：确保金融押运安全
连日暴雨，道路积水，给承担金融武装押
运的湖南新天地集团保安公司提出了巨大挑
战与考验。
6月30日晚，岳阳新天地保安公司平江守
押大队在收款回金库附近时， 约一公里长的
路段积水已达齐腰深， 大队赶紧启动应急预
案，从村民手中借来木船，在暴雨中，队员们
利用木船，将款箱送抵金库。
7月2日21时，湘阴湘江水位暴涨，当地银
行网点面临洪水围困， 汨罗守押大队组织队
员、车辆赶赴湘阴铁角嘴、岭北、茶湖潭等多
个网点，按令撤回网点款箱。经过通宵达旦的
奋战，任务圆满完成。
6月30日，湖南新天地集团旗下的悍豹武
装押运公司武装守押二部， 克服必经押运道
路积水严重的困难， 徒步涉水将装有百万元
现金的款箱安全押回。
湖南悍豹武装押运公司总经理郑立民表
示，在湖南强降雨期间，公司把工作责任落实分
解到每个区域、每个网点、每个环节、每个人头，
各项押运业务没有因强降雨受到影响。

全省畜牧兽医紧急行动

严防动物疫病
发生和流行
湖南日报 7月 3日讯（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武 深 树 ）省畜牧水产局今天动员，全省畜牧兽

医紧急行动起来， 加强汛期动物疫病防控工
作，严防动物疫病发生和流行。
6月22日以来的强降雨，导致全省部分地
区严重受灾， 一些规模养殖场也不同程度受
损。 当前， 各级畜牧兽医部门要深入灾区一
线，落实动物防疫相关措施，有效防止动物疫
病发生和流行。
省畜牧水产局要求， 各级畜牧兽医部门
要切实加强灾后猪瘟、高致病性禽流感、仔猪
腹泻等动物疫病防控； 要安排专人及时收集
实情和疫情状况，重大事项及时报告；要加强
领导，统筹安排，强化保障，确保灾后动物疫
情防控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将损失降到最
小程度。
各地要迅速督促养殖场、屠宰场、交易市
场开展一次彻底消毒灭源活动， 做到不留死
角、不留隐患，有效阻断疫病传播；对病死、淹
死的畜禽，一律采取“四不准一处理”的处置
措施进行无害化处理，严禁屠宰、食用、加工
因灾死亡及病死的畜禽； 要打捞冲入河流湖
泊中的死亡畜禽并做无害化处理，清洁水域。
根据疫情监测情况， 各级畜牧兽医部门
要加强动物疫情监测和免疫工作； 严格执行
疫情报告和举报核查制度， 一旦发现可疑疫
情，立即按规定及时上报，迅速果断处置。

长沙疾控派应急队
赴一线防疫
湖南日报 7月 3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谢 丹 陈 典 ） 今日，长沙市疾控中心紧急召开

防汛救灾工作部署会，派出5支防病救灾应急
处置机动队，分别前往岳麓区、长沙县、望城、
浏阳、宁乡受灾地区增援、指导当地疾控中心
开展消毒防疫工作。
6月22日以来，长沙市普降大到暴雨，7月
2日长沙市防指启动全市防汛Ⅰ级应急响应。
7月2日，长沙市疾控中心立即派出4支防病救
灾应急处置机动队，前往宁乡、长沙县、望城、
浏阳洪涝灾害一线开展消毒防疫。7月3日，再
次派出的5支防病救灾应急处置机动队增援
一线，开展消毒防疫。截至目前，长沙市疾控
部门共向受灾群众发放漂白粉等消毒 物 品
240余件，发放洪灾防疫知识折页2.5万余份，
消毒洪涝受灾面积3万余平方米。
根据防疫工作需要， 长沙市疾控中心将
10支24小时待命的防病救灾应急机动队扩充
至18支， 每两支机动队对口联系一个区县
（市）的洪涝灾害消毒防疫工作。7月4日，还将
派出9支防病救灾应急机动队， 对全市9个区
县（市）的消毒防疫工作进行增援、指导。
专家特别提醒，要牢记“吃熟食、喝开水、
勤洗手”的防病原则，被雨水浸泡过的熟食、
大米等不要再食用；食物有异样、异味不可再
食用；加工和贮存食品的碗筷、工具等使用前
要清洗消毒，做到生熟分开，避免交叉污染；
存放的食物要防止苍蝇、蟑螂等昆虫叮爬。注
重个人卫生，饭前便后洗手，若就餐后出现腹
泻、腹痛、呕吐等症状，应及时就医。洪水过
后， 受灾地区的居民应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做
好各项卫生防疫工作，特别是做好家庭消毒、
防蚊灭蝇、防鼠灭鼠等工作。

湘江保合段防洪堤严重崩塌，第75集团军某旅——
—

子弟兵火速驰援一线
湖 南 日 报7月3日 讯 （通 讯 员 王 豪
记 者 周 小 雷 ）告急！告急！告急！受连日来

强降雨的影响， 衡阳湘江保合段防洪堤出
现约500米长的崩塌， 原本20余米宽的防
洪堤被洪水冲刷后，最窄处已不足1米，随
时可能溃堤， 严重威胁岸边8万余人民群
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今天11时30分，接到上级关于支援地
方抗洪的命令后，第75集团军某旅迅速启
动抗洪抢险应急预案， 由副政委李松林带
领90余名官兵及相关抢险器材，火速驰援
一线紧急抢险， 担负加固子堤和安装固定
木桩任务。
气温接近35摄氏度，官兵们顶着高温
闷热的天气与时间赛跑。在抢险一线现场，
90余名身穿救生衣的官兵在岸边一线排

开，将重约20公斤的一袋袋沙石依次向前
传递，加固垒高堤坝。
该旅下士唐敬茗的老家——
—湖南宁乡
县也遭遇严重洪灾，洪水已涌进他的家中。
接到出动预先号令后， 唐敬茗第一个向连
队党支部递交请战书：“作为人民子弟兵，
哪都是我们的家， 哪里的老百姓都是我们
的亲人。”
截至发稿时， 该旅官兵与地方群众
一道，构筑起一道长约200米、宽4米、高2
米 的 防 洪 子 堤 ， 安 装 了 300余 根 固 定 木
桩， 抢在上游洪峰到来之前完成了抢险
任务。
据了解，该防洪堤处7月4日凌晨将再
一次迎来上游洪峰， 该旅官兵还将坚守一
线，进一步加固堤防，力保防线稳固。

森林防火部队，“防水”也给力
通讯员 欧日明 湖南日报记者 刘勇

7月1日晚21时，省森林防火指挥部接
到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传来公函： 湘江长沙
段堤防已超保证水位， 长沙县安沙镇受连
日暴雨影响，水位不断上涨，境内长塘垸洪
水即将漫堤，形势十分危急，请求派部队支
援。与此同时，副省长杨光荣也给省林业厅
厅长邓三龙打来电话，要求立即出动部队。
汛情就是命令，时间不容耽搁。省森林
公安局局长周国生率领驻湘武警森林部
队100名官兵火速集结，携带救援装备，当
晚火速赶赴长沙县安沙镇。
经过35分钟急行军，部队于当晚10时
许到达安沙镇长塘垸一线现场。 豆大的雨
珠倾盆而下，洪水正肆意冲刷着堤垸大堤，
严重威胁堤垸内广大居民的生命财产安
全。因道路限高，运兵车辆无法通过，部队

官兵冒雨跑步到达抢险点。 在简单听取现
场指挥人员介绍情况后， 部队官兵立即整
队涉水进入沙料场，开始装填运输沙袋。
7月2日凌晨1时30分左右，部队转场，
开始修筑和加固子堤。 部队官兵分成两个
中队，装砂石、背袋、垒墙有序进行。暴雨不
停歇，官兵们相互激励，与洪水抢时间，肚
子饿了就吃馒头充饥， 实在困了就直接躺
在堤坝上稍作调整。
至7月2日上午10时，经过约11个小时
的不停奋战，一条长500米、宽2米、高1.5米
的抗洪子堤终于加筑完成， 湘江支流捞刀
河的洪峰顺利通过，长塘垸安全了！
看到全身泥水的部队官兵和扎实坚固
的子堤，周边群众纷纷竖起大拇指，当地党
委和政府负责人也盛赞武警森林部队是特
别有纪律、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抗洪
抢险尖兵。

通信业奋力鏖战特大洪水
湖南受灾乡镇网络全部恢复畅通
湖 南 日 报7月3日 讯 （记 者 邹 靖 方
通 讯 员 刘 又 菲 ） 自6月22日以来，湖南各

祁阳消防架起抢险
“生命通道”
7月2日15时许，祁阳县八宝镇中心村六组护河堤垮塌，整组被淹。该县消防大队立即
组织警力对群众进行疏散转移。截至当日24时，共转移被困群众310多人。图为消防官兵
在大雨中转移村民。
乔效展 摄

中石化湖南公司：全力应对洪涝灾害
湖南日报7月3日讯（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刘积 军 罗 新苗 ）针对当前严峻的防汛形势，

中国石化湖南公司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安排
部署防汛抗灾工作。
6月30日以来， 中国石化湖南公司各级
党员领导干部共2000余人深入库站一线，参
与救援抗灾，在灾情较为严重的长沙、邵阳、
怀化等地，在通信中断、道路不通的情况下，
翻山越岭、 奔赴现场通宵达旦开展工作，积
极开展生产自救， 及时恢复营业。 常德、湘
潭、益阳、岳阳等地分公司，按照当地政府防
汛指挥部要求， 成立防洪堤巡查工作队，到
相应防汛任务段进行24小时执勤、 巡查、抢
险，并开通抗洪救灾应急加油通道，全力支

持抗洪救援。
各分公司尤其是气象部门发布暴雨警
报的地区分公司，均安排专人对可能发生山
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加油站实行24
小时监控巡视， 及时疏散站内及周边人员，
确保人员财产安全。全省各加油站均安排专
人，加强对观察井及油罐井的监控，落实防
范措施，及时排除油罐区的积水，严防浮罐
和油罐进水，确保不发生安全环保事故。
截至7月2日19时，该公司系统内受灾库
站累计达199座， 其中油库7座， 加油站192
座，没有发生油品跑、冒、滴、漏等安全环保
事故，没有发生人员伤亡。其中，因受灾停业
的89座加油站，已恢复营业45座。

水电八局：为了南湖路隧道畅通
湖 南 日 报7月3日 讯 （通 讯 员 杨 珂 欣
左 沙 里 记 者 周 月 桂 ） 作为在湘央企，水电

八局在接到汛情预警的第一时间启动应急
预案，成立防汛抢险指挥组，组织长株潭片
区各项目部迅速行动， 成立抢险突击队，赶
赴险情现场，开展抢险及排险工作。
长沙市南湖路隧道是下穿湘江、连接两
岸的交通要道。7月1日上午， 南湖路周边局
部路面积水超过110厘米， 严重危及南湖路
隧道安全。水电八局长沙地铁4号线项目部，
迅速成立抢险突击队， 配合政府部门对南湖
路西、南两段积水区进行抢险。防汛指挥小组
现场调度，突击队员填装砂袋，用装载机运送
抢险人员、防汛物资及被困居民，投入多台抽
水泵排水，测量队员对湘江实时水位、路面及
高排水位进行现场监测，轮回巡查。此外，两

队抢险人员分别在积水区道路两侧摸查堵塞
的雨水、污水井盖，一旦发现堵塞立即手动清
淤，确保排水顺畅。至7月1日18时，西、南两段
险情区域都得到了控制和缓解。
湘潭市区内河西污水处理厂地下暗河
水位持续上涨，如不进行控制，将导致地下
暗河顶板上浮塌方，整个河西片区无法正常
排水。7月1日， 水电八局湘潭项目部应湘潭
市政府及住建局号召，迅速加入抗洪抢险队
伍，投入人员19名、设备18台，配合抗洪抢
险。目前，受灾单位已恢复了电力供应和主
要生产能力。
水电八局长沙地铁4号线各站点、 湘西
PPP项目、衡阳耒水风光带项目等灾区周边
项目部， 也在第一时间成立抢险突击队，在
有关部门统一指挥下投入救灾。

地持续遭受暴雨袭击，湖南各市州通信设
施均遭受严重损毁，6月22日至7月2日22
时 ， 全 省 基 站 停 电 13566 个 ， 基 站 退 服
12601个， 受损光缆2042.68皮长公里，受
损倒断电杆9270根。
为尽快恢复通信， 湖南通信业第一
时间启动通信保障应急预案， 省通管局
随时掌握各受灾地区和各企业通信设施
受损动态，开展组织调度；通信企业迅速
应对，充分运用新装备和高科技手段，确
保抗洪救灾通信畅通，截至7月2日，共计
出动应急通信抢修人员26896人次，出动
各类应急车辆9970台次、 油机发电8173
台次。
湖南移动、湖南电信、湖南联通以及铁
塔公司纷纷投入抗洪保通信一线。

湖南电信紧急动员投入抢险救灾，数
千名员工奔赴抢险一线， 多支共产党员突
击队深入重灾区， 成为抢险救灾的一面面
旗帜。
湖南移动将无人机应急通信高空基站
派 出 ， 紧 急 升 空 开 通 ，10 分 钟 就 接 入 了
1000余个用户，有力保障了当地政府应急
指挥调度以及灾民安置点的通信需求。
湖南联通成立防汛应急通信领导小
组，各市州分公司成立党员抗洪突击队，投
身到抗洪抢险和通信保障中。
湖南铁塔科学调度，有序应对，全力以
赴做好通信保障工作， 在全省建立大区应
急储备点， 增加配置应急油机1305台，按
地理位置设置湘北、湘南和湘西3个应急油
机储备库，辐射全省14个市州。
目前， 湖南受灾乡镇网络全部恢复畅
通。

抗洪救灾首位因公殉职女性

李粤玲被追授“湖南省三八红旗手”
湖 南 日 报 7 月 3 日 讯 （记 者 沙 兆 华 ）
今 天，省妇联决定追授李粤玲同志“湖南
省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并号召全省广大
妇女向李粤玲同志学习。
近日，我省暴雨连袭，全省多地遭受严
重洪涝灾害。7月1日15时30分， 湖南崀山
盛源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9岁女员工
李粤玲， 在八角寨景区防汛巡查过程中突
遇山体滑坡灾害，身受重伤，后经新宁县人
民医院全力抢救无效，于当日17时不幸因
公殉职。
李粤玲同志自参加工作以来， 恪尽职
守、勤奋上进、乐于助人，得到领导和同事
们的高度赞誉。 作为此次我省抗洪救灾前
线首位因公殉职的女性， 她用短暂的生命

诠释了人生的价值，她尽忠职守、公而忘私
的英雄事迹，体现了当代妇女值得信赖、堪
当重任的优秀品质， 谱写了一曲新时代女
性感人至深的青春凯歌。
省妇联号召全省广大妇女向李粤玲同
志学习，学习她忠诚使命、爱岗敬业的奉献
精神，不畏艰险、勇于担当的优良作风，舍
生忘死、不怕牺牲的高尚情怀。希望全省广
大妇女以李粤玲同志为榜样， 弘扬社会主
义道德风尚，牢固树立自尊、自信、自立、自
强的时代精神，立足岗位，甘于奉献，以实
际行动践行现代女性的责任担当， 在此次
抗洪抢险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中作出新的
贡献， 在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中彰显
“半边天”的智慧和力量。

荨
荨（上接1版①）
同时，为减缓洞庭湖防洪压力，长江
防总今天再次调度三峡水库，将出库流量
从10000立方米每秒降低到8000立方米
每秒。
截至今天20时，洞庭湖城陵矶站出湖
流量达到48200立方米每秒， 出湖流量与
入湖流量基本持平。省水文局预计，按目

前情况， 洞庭湖城陵矶站水位需要约7天
时间才能降到32.50米的警戒水位以下。
据悉，台风“南玛都”将在5日至9日给
四川盆地带来强降雨， 届时三峡水库可能
会加大出库流量泄洪。省防指要求，抢抓当
前3至5天的有利时机， 降低城陵矶水位，加
强洞庭湖区堤岸防守， 坚持不间断查险、及
时处险；长沙、常德等地要严防退水溃堤。

荨
荨（紧接1版②）他要求省军区各级要从政
治和大局出发，充分认识做好支援地方抗
洪抢险救灾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始终
保持清醒头脑， 摈弃麻痹思想和侥幸心
理，立足于防大汛抢大险，要充分发挥省
军区系统军地桥梁纽带作用， 做好抗洪
部队任务对接、物资器材供应及饮食、住
宿、医疗等协调保障工作，为部队圆满完

成任务提供必要条件。 要教育广大官兵
加强自身防护，防止发生意外情况，确保
重要堤坝和设施安全， 确保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
省军区副司令员郭辑山， 省军区副政
委刘建新、许凤元等也分别赴益阳、常德、
湘潭等地抢险救灾一线指挥督导检查防汛
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