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评论员

当下，全省防汛抢险工作虽取得阶段
性胜利，但仍处于关键期，情绪上的松懈、
思想上的麻痹大意，都将是抗洪救灾工作
的大敌。

一方面 ，风停雨住 ，连续暴雨带来的
紧张态势得到缓解， 各行各业有序运行，
群众生活稳定安宁，这是我们有信心夺取
防汛抗灾全面胜利的保证。

另一方面，湘江及洞庭湖区等地继续
维持高水位 ，防汛设施 ，尤其是重点部位
的防汛大堤， 在遭遇长时间洪水挤压、冲
刷 、浸泡之后 ，存在隐患 ，出险的几率提

升，一些房屋 、道路遭暴雨冲刷后 “暗伤 ”
累累， 有的城市排水设施遭到洪水损坏，
影响到其功能的正常发挥， 更重要的是，
一线防汛救灾人员经历连续作战后身体
难免疲惫、情绪难免松懈。

7月3日晚，益阳市小河口羊角电排附
近资江大堤发生较大管涌，导致大堤出现
明显下沉，在当地消防武警以及火速驰援
的部队官兵合力处置下，险情已得到初步
控制；7月4日早上， 长沙市雨花区合丰垸
发生洪水险情， 导致市内多处路面积水，
抢险人员采取紧急处置措施，险情得以控
制。各地发生的一些险情险象 ，值得处于
防汛抗灾一线的同志们引起高度警觉。

眼下 ， 正处在与洪灾较劲的相持阶
段。各地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 ，充分认
识今年防汛抗灾的严峻性 、特殊性 、持久
性，摈弃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 ，把巡堤查
险作为关键一环抓落实。尤其是未来洪水
快速消退时，要格外警惕防汛大堤滑坡等
危险情况。

巡堤查险 ，是预防险情 、及时处险的
基础工作 ， 是需要巡查人员脚到 、眼
到 、心到的 “细致活 ”。它要求参与防
汛工作的人员坚决克服厌战情绪 、麻
痹松动思想 ，严格将分段把守 、分段
负责的责任制落到实处 ，做到 “思想
上不松懈 、工作上不松劲 、各项准备

工作不松绑 ”。
巡堤查险需要的是一番实打实的“笨

功夫”，没有捷径可走，来不得半点心存侥
幸。现在多一分“麻烦”、多一分“笨拙”，就
能多换来一分安宁、安全，就能在“行百里
者半九十 ” 的节骨眼上避免功亏一篑的
“低级错误”，确保整个防汛救灾工作的最
后胜利。

慰问信
奋战在防汛抗灾一线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武警部队官兵、公安消防战士、民兵预备役人员、
新闻工作者和广大干部群众：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按照省委、
省政府部署， 全省各级党政军民300多万人奔赴
抗洪抢险第一线，迎战我省历年6月历时最长、范
围最广、雨量最多、强度最大的强降雨，抗击湘江
全线、资江中下游、沅江全线及洞庭湖区的超历
史最大降雨量、 超历史最高水位的特大洪水，取
得了阶段性胜利。

灾情就是命令，险情就是责任。在抗洪抢险
战斗中，广大党员干部以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为首要任务，挡在险前，冲在一线，以实际行动诠
释了忠诚与担当；各地人民群众众志成城、守望
相助，充分展现了湖南人民不怕困难、团结奋战
的大无畏精神；广大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
兵、公安消防战士、民兵预备役人员以对人民极
端负责的精神，担当重任，搏风斗浪，御灾抢险，
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广大新闻工作者始终坚守
职责使命，闻险而动、向水而行，传递了正能量，
塑造了湖南军民同心同德、同心同向的伟大抗洪
形象。

在此，特向大家表示亲切的慰问，并致以崇
高的敬意！

当前， 我省防汛抗灾工作还处在关键时刻。
我们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不松劲、不懈怠，做到
全省一盘棋、上下一条心，全力以赴、众志成城夺
取防汛抗灾最终胜利。

湖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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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4日讯 （记者 陈淦璋）
记者今天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该
厅向全省住建系统下发了紧急通知，要求
住建领域防汛救灾突出4大重点，并切实
抓好防汛责任制的落实和信息报送工作。

省住建厅指出， 首要是抓好内涝治
理。对因大面积硬质铺装导致易发生短时
径流量突增的地点（如广场、大型商场周
边等）、城市立交桥下、地下构筑物、棚户
区等重点区域，强化排涝措施，增加必要
的强制排水设施和装备。

抓好施工现场安全。 对存在洪水、滑
坡、垮塌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威胁的施工
工地、工棚宿舍等，要提前有效进行防范，
对存在的安全隐患， 要督促及时整改消
除。建筑施工项目复工前，要督促开展隐
患自查自纠，重点对深基坑、高边坡、建筑

起重机械、施工围墙等重大危险源进行全
面排查， 安全问题隐患不消除的不得复
工。

抓好危房安全排查。各地要以社区为
基本单位，逐个小区、逐栋房屋进行拉网
式排查， 对其中房屋主体结构损坏严重、
建筑年代较长、建设标准低、失修失养严
重、违法违章建设的居民住宅，以及位处
山边、水边、地质灾害易发区、煤炭采空区
等的危险房屋，要重点进行排查。

抓好世界自然遗产和风景名胜区安
全排查。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景区，要视降
雨情况及时关闭景区， 禁止接待任何游
客，直至险情、隐患排除。遇有险情要及时
疏导景区内的居民及游客。 发生泥石流，
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的景区，应及时向当
地国土部门报告，并预防次生灾害。

湖南日报7月4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
讯员 蒋丹） 省气象局气候中心今天发布
信息称，6月22日至7月2日，入汛以来最强
降雨袭击湖南，强降雨带盘踞湖南境内长
达11天之久，过程强度指数达历史第一高
值，持续时间位居历史第二高值。

据省气象局气候中心统计，6月全省
平均降雨量达397.4毫米， 比1998年还多
了近55毫米，居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同期
第一高位。 尤其是从6月22日开始的这轮
强降雨，雨量大、历时长、范围广，导致河
流水位上涨快、洪水峰高量大。本轮降雨
持续时间达11天，强雨带由北向南覆盖全
省，随后又摆回湘中。这11天全省平均累

计降雨量为270毫米， 累计最大降雨为浏
阳市玉泉站830毫米。

省气象局气候中心主任廖玉芳分析，
6月的持续强降水是南北两支稳定气流在
湖南上空强烈汇合的结果。一方面，西太
平洋副热带高压强度偏强、位置较常年同
期偏西偏南，使得来自南海以及西太平洋
的暖湿气流沿着副热带高压外围源源不
断输送至我省上空，为我省降水提供充沛
的水汽来源；另一方面，欧亚中高纬度在
贝加尔湖一带维持稳定的阻塞高压，引导
小股冷空气不断南下，最后受阻于副热带
高压的西北侧， 与西南暖湿空气交汇，形
成了持续的强降水。

湖南日报7月4日讯（通讯员 宗锦涛 记者 胡宇
芬）今天，湖南省农科院、湖南省农学会联合组织了
14个科技专家服务团， 迅速分赴全省各市州开展抗
灾减损工作，以期最大限度减少农业的灾害损失，帮
助恢复农业生产。 据悉，14支科技服务团由170名农
科院专家组成，涉及水稻、蔬菜、畜牧、柑橘、猕猴桃、
玉米、红薯、植保、肥料等10多个专业，开展全方位科
技救灾服务。

6月中旬以来， 湖南遭受持续强降雨肆虐，14个
市州的农业生产严重受损，亟待科学救助。湖南省农
科院迅速反应， 与湖南省农学会联合研究抗灾减损
方案。 继6月30日组织专家会商应对技术措施后，今
天又派出专家服务团分赴各市州。 在今天举行的抗
灾减损科技服务启动仪式上， 湖南省农科院党委书
记柏连阳说， 各服务团切实深入各市州农业生产第
一现场，针对各农作物受灾情况，与当地政府会商做
好技术救灾减损措施方案， 扎实做好灾后减损科技
服务，把优秀论文写在洪水肆虐的三湘大地上，用优
良成果造福受灾的百姓。

据悉，为做好这次抗灾减损服务工作，湖南省农
科院连夜赶印农业抗灾减损技术资料15000册，调集
蔬菜种子600多包及肥料等农资，价值30多万元。

把巡堤查险工作做得更细更实

住建领域防汛救灾突出4大重点
分别是：内涝治理、施工现场安全、危房安全排查、

风景名胜区安全排查

湖南开展全方位
科技救灾服务
省农科院、 省农学会组织14个抗灾
减损科技专家服务团分赴各地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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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防汛抗灾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重大

任务！”
“以最高标准全力迎战超历史最高水位

的洪水！”
杜家毫要求，紧急动员、严阵以待，切实

做好防汛抗灾各项工作， 以对人民高度负责
的态度，强化责任担当，保持战略定力，树立
底线思维，抓住关键少数，坚持精准发力，用
各级领导干部的坚守和付出， 换来人民群众
的安宁、安全。他反复强调，千方百计确保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工作。

许达哲要求， 迅速建立适应防汛抗灾要
求的应急组织指挥体系， 密切关注地质灾害
隐患区域，密切注意雨情、水情变化，做好预
警预测和科学调度。充分做好各种预案，打有
准备之战，以高度的政治自觉确保一方平安。

应对暴雨，省气象部门滚动发布425期气
象信息， 省水文部门发出洪水预警107次，其
中红色预警8次，橙色预警32次。

省委、省政府科学研判、科学调度、精准
发力，为战胜洪灾、将损失降至最低限度打下
了坚实基础。

风雨同舟，
凝聚防汛抗灾强大合力

防汛Ⅳ级应急响应、Ⅲ级应急响应、Ⅱ级
应急响应……洪水步步紧逼，13个市州、121
个县市区先后启动防汛应急响应。 长沙、益
阳、永州三市启动防汛Ⅰ级应急响应。

39.19米、39.47米、39.51米……湘江水位
一次次地刷新着长沙水文站的历史纪录。

7月2日6时12分、7月2日19时、7月3日0时
12分……湘江长沙站洪峰出现的时间， 一推
再推。

极端汛情引起全国关注， 牵动省委省政
府领导的心。

7月2日下午，在省防指结束紧急会商后，
杜家毫马不停蹄赶赴长沙市望城区新沩水两
岸的团山湖垸和大众垸， 现场督导检查防汛
抗灾工作。

抢险人员来自哪里、巡堤人员多久轮换
一次、 撤离的群众住在哪……在防洪堤上，
杜家毫握住一双双晒得黝黑的手， 向连日来
奋战在防汛抗灾一线的子弟兵和干部群众表
示亲切慰问和衷心感谢，将省委、省政府坚决
打赢抗击历史罕见特大洪水之战的信心和决
心，传递给在场的每一个人。他鼓励大家以实
际行动让鲜红的党旗在抗洪抢险第一线迎风
飘扬。

7月3日一大早， 杜家毫又率队从长沙急
赴岳阳。大雨导致洞庭湖水位急涨。当天上午
9时30分，城陵矶水位达到34.37米，超警戒水
位1.87米， 出湖流量达45200立方米每秒。抵
达岳阳后，杜家毫直奔城陵矶水文站，实地察
看汛情， 了解洞庭湖城陵矶实时水位和出湖
流量，要求精准调度，强化上下游协作配合，
做到工作一盘棋、上下一条心。

7月1日， 我省全面启动防汛Ⅱ级应急响
应，从这天起，连续3天，许达哲沿着湘江、资
水和沅水，奔赴全省16个抗洪抢险第一现场。
在湘阴县防汛抗灾的紧急关头， 许达哲来到
湘阴县，走上城西垸浩河口堤段、北闸堤段巡
查， 详细询问巡查值守安排、 险情处置等情
况，要求现场负责同志坚守阵地，尽最大努力
守住大堤。他强调，做好打大仗硬仗持久仗的
准备，坚持查险排险处险避险不放松，抗灾救
灾相结合，进一步落实各级责任，不松劲、不
懈怠，军民同心协力，各界凝心聚力，守护好
自己的家园。

2日下午， 祁阳县湘江水位已达88.57米，

超过了88.51米的历史最高值。当晚10点，省政
协主席李微微从长沙急赴祁阳， 督导防汛抗
灾工作。

连日来，省委副书记乌兰，副省长、省防
指指挥长杨光荣坐镇省防指指挥调度。16位
省领导带队分赴14个市州抗灾一线检查防汛
抗灾工作。全省各级党政军民300多万人奔赴
抗洪抢险第一线， 把防汛抗灾工作作为当前
压倒一切工作的首要任务，有力、有序、有效
地开展防汛抗灾工作。

面对滔滔洪水，全省干群、党群、军民一
心，以勇于担当、冲锋在前、连续作战的大无
畏英雄气概，夺取了防汛抗灾的阶段性胜利！

7月3日0时12分，湘江长沙站特大洪峰过
境，洪峰水位达到39.51米，比39.18米的历史

最高水位还高出0.33米。数万军民彻夜奋战在
湘江大堤上。这一夜，长沙无眠！湖南无眠！

至7月3日7时， 湘江长沙站水位回落到
39.44米。湘江第一轮洪峰平安过境。长沙，挺
住了！

7月3日23时左右， 益阳赫山区小河口羊
角电排附近，报告重大险情。许达哲第一时间
赶到省防指调度指挥， 省市领导急赴现场指
挥处险，一夜激战，险情得到有效处置。益阳，
挺住了！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武警战士们熟睡
的脸庞上。 从使人坚强、 催人奋起的防汛抗
灾，到暴雨告一段落后的平静祥和，时间在洪
水的来去之间， 书写着属于今年夏天的一页
历史。

再接再厉，
夺取防汛抗灾最后胜利

7月4日，暴雨洗礼后的长沙美丽澄澈。湘江
两岸，天高云阔，林立高楼勾勒出壮丽天际。

堤内，狰狞桀骜的滔天洪水正缓慢退去；
堤外，饱经沧桑的长沙城井然有序繁华依旧；
堤上，连日来不眠不休的人们仍在坚守，迎战
即将到来的湘江第二轮洪峰。

在全省上下共同努力下， 防汛抗灾已取
得阶段性胜利，但仍未到言胜之时。

洪水尚未远去，汛情还在发展。湘江仍处
高洪水位,洞庭湖3000多公里堤段超警,其中
1/3的堤段超保证水位；资水柘溪、沅水五强
溪、 湘江双牌水库水位较高； 堤防浸泡时间
长，土壤含水饱和，出险风险加大，防汛形势
依然严峻，艰巨挑战还在后头。

“行百里者半九十。 面对超历史的汛情，要
进一步做好超历史的准备、 拿出超历史的举
措。”7月4日上午， 杜家毫在长沙主持召开防汛
抗灾视频会议， 与14个市州党政主要负责同志
连线通话，再次就当前防汛抗灾作出部署。

杜家毫强调， 在巩固前期抗灾成果基础
上，突出湘江这一当前防汛抗灾的重点，坚决
克服麻痹思想、松懈情绪，加强值班值守和查
险处险， 同时积极有序开展灾后恢复生产和
重建工作。各级领导干部务必把责任落实、落
实、再落实，在防汛一线坚守、坚守、再坚守，
夺取防汛抢险救灾的最后胜利。

许达哲指出，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进
一步全面落实责任制， 切实加强查险处险抢
险，把各项工作做在前面，坚决保障群众生命
安全，打赢这场防汛抗灾战役。

水不退，人不撤！深夜的湘江两岸、洞庭
大堤，灯火通明、机器轰隆，子弟兵挥汗如雨，
湖南与特大洪水搏斗还在继续……

全力以赴、 众志成城。7300万湖南人民，
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一定能夺取抗
击历史罕见特大洪水的最后胜利！

历史将铭记这个夏天

7月4日5时许， 100余名抢险人员在益阳市赫山区兰溪镇羊角村小河口大堤填堵管涌。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11天平均累计降雨量
270毫米

气象专家称，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强度指数达
历史第一高值，持续时间位居历史第二高值

湖南日报7月4日讯 （记者 邓
晶琎 通讯员 刘伟 ）广铁集团今日
发布， 湖南境内铁路4日起逐步恢
复正常秩序，其中沪昆高铁湖南段
已全部恢复正常运行。截至4日，尚
有益湛铁路塘渡口至白仓间一处

在封锁抢修。5日将有3趟普速列车
停运。

铁路部门提醒旅客，30天内（含
当天） 可在全国任一车站窗口办理
停运车次全额退票手续， 请勿在近
日集中前往火车站办理退票。

湖南日报7月4日讯（记者 邓晶
琎 通讯员 戴乐子） 截至4日18时，
我省共有22条国省道68处路段，因
强降雨发生预估5小时内无法恢复
通行的重大交通阻断。 经公路部门
紧急抢修，已有52处路段恢复通行。

省公路管理局介绍， 自汛期以
来，各地公路部门迅速调度，不分昼

夜抢修因水毁中断交通的公路，目
前没有发生因路况、 设施问题引起
的道路交通安全事故。

截至4日，据不完全统计，我省
公路因水毁造成的损失累计达28.12
亿元。对于交通阻断严重、暂未恢复
交通的路段， 公路部门已及时向社
会发布绕行方案，正全力组织抢通。

永州机场10日恢复通航
省内其他6个机场运营正常

全省国省道52处路段抢通

沪昆高铁湖南段恢复正常运行

湖南日报7月4日讯（记者 邓晶
琎 通讯员 邓竹君 吴红春）受2日晚
洪水倒灌影响， 永州机场被洪水浸
泡。经紧急抢险，截至4日，机场停机
坪、候机楼内的积水已经退去，预计
10日恢复所有航班通行。湖南其他6
大机场运营正常。

省机场管理集团介绍，汛期以
来，受洪水影响的长沙、永州机场，
全力组织人员抢险保畅。永州机场
和当地相关部门已对机场停机坪、

候机楼、食堂、宿舍楼、航管楼、中
心站、灯光站、派出所、油库展开全
面清扫、消毒、防疫工作。长沙黄花
机场始终为旅客提供高品质服务，
96777客服人员每人日均通话量达
240通， 安防人员通宵排水清除安
全隐患。

截至4日， 长沙黄花、 常德桃花
源、张家界荷花、怀化芷江、衡阳南
岳、 邵阳武冈等湖南省内其他6大机
场运营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