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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病防疫
7月6日，南华大学

的青年志愿者在洪水
退后的衡阳市雁峰区
高兴社区开展环境消
毒、防病防疫工作。

曹正平 摄

� � � � 湖南日报7月6日讯（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赵向新）又是一场紧张的战斗。从5日开始，国
网湖南电力针对全省因水灾损坏的供电线
路、变电站等设施，组织力量，进行摸底排查，
紧锣密鼓投入恢复生产战斗。

自6月22日以来，洪灾累计造成全省电力
系统5座35千伏变电站、18条35千伏供电线
路、1005条10千伏供电线路、25231个台区停
运。

为最大限度降低强降雨对电力供应带来
的影响， 国网湖南电力在全公司范围启动防
汛保电II级应急响应， 全力以赴抢修电网设
备， 确保第一时间恢复灾区供电。 到今天16
时，累计投入抢修人数近3万人次，出动抢修车
辆近1万台次，及时抢修受损变电站、供电线路，
已恢复辖区226万多户供电， 恢复比例达
97.47%。目前，尚有部分线路正在恢复之中。

“水退到哪，电送到哪。”衡阳供电公司总
经理谢运来率领公司员工， 每天都出现在灾
后抢修现场。 祁东县供电公司应急抢险队伍
24小时守在现场， 共出动300余人、19支抢修
队伍奔赴灾区各乡镇， 确保防汛期间稳定供
电。

“水来全力保电，水退随即上门送电。”益
阳供电公司采用“人盯人” 办法保证居民用
电。 遭内涝的桃江县大栗港镇小栗港村一居
民家被水淹到了二楼，7月5日上午， 水刚退
去， 益阳供电公司总经理谢学渊就带领抢修
队伍赶到现场，很快为这户居民恢复了供电。

为了使各项恢复工作尽快落到实处，国
网湖南电力集中专业队伍力量， 在各地开展
灾后电力抢修和恢复供电工作；同时，国网湖
南电力各市州公司建立多个督导工作组，深
入一线进行督查。

水来全力保电，水退随即送电
国网湖南电力已恢复辖区226万多户供电，97.47%受灾户恢复供电

� � � � 湖南日报7月6日讯 （通讯员 罗邵韬
记者 曹娴）7月6日， 省经信委再次发出通
知， 要求各级经信部门迅速开展汛期灾后
复产，全面开展调查监测，及时掌握工业企
业受损情况，指导企业开展生产自救，帮助
企业尽快恢复生产。

动员部署工业企业防汛抗灾。7月1日，
省经信委下发通知， 要求各级经信部门组
织工业企业落实防汛抗洪各项部署， 全面
排查灾害隐患，加强应急值守。

开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6月底，
在怀化组织民爆行业企业开展生产安全事
故应急预案演练， 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应急
管理责任，保障汛期安全生产。

加强防汛督查。7月2日起，由委领导带
队到常德市鼎城区开展防汛巡堤、 查险等
督查，现场查看汛情险情并进行防汛指导。

做好防汛期间无线电通信保障。组织
全省无线电管理系统210多名工作人员、
20多台无线电通信保障车， 开展通信应
急保障， 密切监测重点区域的电磁环境，

保障了应急保障、防汛抗灾、水文水利、民
航铁路、 公安调度等无线电通信的安全正
常使用。

加强应急物资生产、储备和调度。组织
达嘉维康、华润医药、润阳医药等省级医药
储备企业，为长沙、益阳、常德、永州等市配
送药品18批次共计155件，紧急赠送各种防
暑、降温、消毒及受伤后急救药品6300多
盒，用于消毒、伤后急救以及抗洪一线人员
防暑防疫。

工业企业纷纷响应号召， 投入防汛抢
险，加快恢复生产。涟钢今天刚完成了为期
3天的重点排查，并在全厂开展安全生产大
检查，彻底消除洪水过后带来的安全隐患。
据了解，持续半个多月的大汛期间，涟钢全
流程生产不中断， 为快速全面恢复生产提
供了有利条件。 洪水刚退， 在一天多时间
内，以高炉炼铁为中心的生产全面恢复，生
活供水供气全面恢复，同时制定下发7月份
生产组织竞赛方案。7月5日，涟钢炼铁日产
超计划325吨。

经信系统加强组织调度

工业企业积极抗灾保生产
� � � � 湖南日报7月6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杨红伟）受洪水影响，全
省铁路、 公路等交通基
础设施遭受不同程度毁
坏，交通、铁路、机场各
部门积极抢修， 抓紧恢
复生产。 记者今日从省
交通运输厅获悉， 我省
将于近期向各市州下拨
5亿元资金，用于公路水
毁恢复生产重建。

入汛以来， 全省交
通运输水毁灾情严重，
给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
道路安全保畅带来了一
定影响。根据省委、省政
府办公厅《关于加强防
汛抗灾和恢复生产生活
工作的紧急通知》精神，
为做好当前交通运输防
汛安全保畅工作， 尽快
恢复人民群众正常生产
生活， 省交通运输厅今
日下发紧急通知， 要求
全省交通运输各级各部
门加快抢通阻断道路；
全面排查安全隐患，严
防次生灾害； 做好防汛
抗灾和受灾群众安置转
移交通运输保障； 强化
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积
极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准
备工作。

省交通运输厅介绍， 将筹集5亿元，于
近期下拨各市州， 用于公路水毁恢复生产
重建。

省交通运输厅统计，截至5日，全省高
速公路汛期累计发生水毁589处， 其中大
型水毁15处， 较严重的交通阻断10处，现
已抢通。全省共有23条国省道69处路段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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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处路
段恢复通行。

广铁集团介绍，铁路部门已加强24小
时监视管内卫星云图和水情变化， 昼夜巡
视检查铁路线路， 同时在各条铁路干线储
备30余万吨石碴、片石等防洪材料，积极
抢修水害线路。

记者从省机场管理集团获悉， 此前受
到洪水倒灌的永州机场，已对停机坪、候机
楼、食堂、宿舍楼、航管楼、中心站、灯光站、
派出所、油库等展开全面清扫、消毒、防疫
工作，计划于10日恢复通航。

� � � � 湖南日报7月6日讯（记者 李传新）记者今
天从湖南省食药监局获悉，为全力保障防汛抗灾
期间的食品药品安全，省食药监局昨日派出督查
组深入受灾相对严重的长沙市望城区团山湖堤
坝区督促指导灾期食品安全工作，并要求全省各
灾区食药监部门加强监管，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特
别是受灾群众和救灾人员的饮食安全。

省食药监局督查组来到团山湖堤坝区详
细了解相关情况后， 就灾民及救灾人员饮食
饮水安全、水淹水浸食品处置、水灾后期食品
安全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随后督查组来到
受灾群众临时安置点向阳中学， 听取了望城
区局驻点监管人员和学校领导的情况介绍，
查看了食堂的食品原料采购、加工、餐用具消
毒、食品留样等情况，充分肯定了望城区食药

监局采取专人驻点监管、强化原料采购验收、
开展快速检测等积极应对措施。

省食药监局负责人强调， 全省各灾区食
药监部门要重点加强对灾区食品药品经营单
位、医疗机构和救灾食品药品的监管力度，加
强对灾民集中救助安置点和临时供餐点的督
查及指导，强化保障措施，及时排查不安全因
素， 重点排查饮用水源污染、 水浸食品药品
等，有效防止食物中毒事件发生。严禁销售使
用赠送被洪水浸泡过、被污染的食品、药品或
食品原料、半成品，并督促食品药品生产经营
企业和医疗机构依法予以销毁， 严控质量不
合格的食品药品进入市场， 对趁洪涝灾害之
机，生产经营伪劣食品药品的行为，要坚决依
法予以从严、从重、从速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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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7月6日讯（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任彬彬 余佳桂）特大洪灾牵动着科技人员的
心。今天从湖南省科协获悉，下周一将有80位
来自医疗和农业系统的专家组成8支小分队，
奔赴宁乡、桃江、辰溪等8个受灾严重的县市
开展灾后服务。

连日来，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指挥下，全
省科技部门积极投入抗洪救灾。 长沙市科技
局抗洪救灾突击队驰援宁乡灾区， 帮助宁乡
兴隆苑的居民清运淤泥， 清扫家园， 清理物

品。 湘潭市科技局干部职工全部按要求取消
了双休日、公休假休息，轮流上堤值守。凌晨
班的青年突击队员始终严守岗位， 接到支援
任务后第一个赶往险情路段进行支援。

省农科院和省农学会动作迅速， 继组织
专家会商灾后恢复生产技术措施后， 又派出
170位水稻、蔬菜、畜牧、植保、肥料等10多个
领域的专家，组成14个科技服务团，分赴全
省各市州开展抗灾减损工作， 帮助恢复农业
生产。

科技服务团驰援灾区抗灾减损
湖南科技战线积极开展抗洪救灾和灾后服务

食药监部门加强灾区食品药品监管
湖南省食药监局深入灾区督查食品安全工作

� � � � 湖南日报7月6日讯 （记者 张尚武）今
天召开的全省农委系统防汛抗灾紧急视频
会动员，各地要分类指导、科学应对、细化
措施， 切实抓好农作物灾后生产管理和生
产恢复，坚决打好抗灾保生产攻坚战。

据不完全统计，受6月22日以来暴雨灾
害影响，全省农作物受灾面积1132万亩，成
灾568万亩，绝收148万亩。水稻、蔬菜、瓜
果、棉花等农作物受灾严重。养殖业受灾严
重，全省受灾养殖水面105万亩（含稻田养
鱼受损面积），6282口网箱被冲毁。 全省因
灾死亡生猪7.4万头、大牲畜4110头、家禽
78.72万羽。

面对严峻的抗灾救灾形势， 各级农业
部门全力以赴开展抗灾救灾和生产自救。
省农委及早下发《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农业
防汛救灾工作的紧急通知》，起到了较好的
指导作用。 省农技推广总站动员万名农技
员深入灾区一线， 把抗灾救灾技术措施落
实到田间地头。省畜牧水产局下发《关于加

强汛期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通知》，并调拨
动物疫苗800万头份、 消毒物资63吨到灾
区，组织消毒灭源，确保灾后无大疫。

抓好灾后生产恢复，关键在种苗。全省
已紧急调拨省级救灾储备种子41万公斤，
分别发往平江等5个受灾严重县市区。省畜
牧水产局积极储备种猪、鱼种鱼苗，做好填
栏、塘库补养的准备。

各地农业部门抗灾补损见行动。长沙、
岳阳、常德、自治州、永州等地组织粮油、经
作、蔬菜、土肥、植保等专家下乡进村入户，
帮助受灾地区开展洗苗扶苗、改种补种、清
沟沥水、补施肥料、防治病虫、免疫消毒等
工作。 桃江县畜牧水产局组织60多名专业
技术人员，深入渔场、养殖公司、合作社和
规模养殖户，开展“一对一”结对帮扶，修复
渔业生产设施、加强鱼病防控，帮助养殖户
调运补放鱼种。 永州零陵区畜牧水产局抽
调专门技术人员， 对受灾养猪场进行跟踪
服务，帮助恢复生产。

补损措施落实到田间地头

农业部门奋起抗灾保生产
湖南日报7月6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吴昊 周海清）记者今天从湖南省卫生计生委
获悉，洪涝灾害发生后，全省各级卫生计生部
门组织应急专家组和医疗服务队紧急出动，
已派出医疗防疫队3681批次、18816人次，为
灾区群众提供医疗救治服务。

洪水退去后一周左右， 是传染病的高发
时期。省卫生计生委已派出5个督查组，赶赴
各市州和受灾严重的县市区， 深入了解灾情
和各地实际困难， 指导各地查找和整改薄弱
环节。由省疾控中心牵头、相关医疗机构参与
组成的7支省级救灾防病应急机动队，已赶赴
长沙市望城区和宁乡县、 株洲市天元区和芦
淞区、怀化市辰溪县、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泸溪县、娄底市涟源市等地，指导当地开展环

境消毒和灾后防疫工作。
与此同时，卫生应急物资保障及时跟进，

已通过省级卫生应急物资储备中心， 陆续将
400多万元的药品、器械调拨到县市区救灾一
线。各地也积极筹措，已向灾区免费发放和使
用价值1432.7万元的药品和消杀物资。

据悉，各级疾控部门、医疗卫生机构已安
排专人24小时负责疫情巡查， 通过网络直报
及时传导疫情预警信息， 并实行疫情日报告
和零报告制度。目前，全省疫情平稳，暂未发
现洪涝灾害相关传染病异常升高， 也未发现
洪涝灾害相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

各地派出专业防疫队伍， 采取联点包片
的方式，深入受灾的社区、农村，指导和发动
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搞好环境卫生。

3681批次医防队筑牢防疫大堤
湖南省卫生计生系统积极开展灾后防疫

洪流中，挺起不屈的脊梁
———湖南抗击历史罕见特大洪水纪实之三

�荨荨 （紧接1版） 邵阳县黄亭市镇大田村
党支部连夜组织60多名党员， 紧急打通山体
滑坡后的生命通道……他们，用血肉之躯，筑
起了抵御洪水、战胜洪灾的钢铁长城。

抗洪救灾还在继续， 灾后重建的任务同
样艰巨，各级党组织还在坚守阵地，广大共产
党员还在冲锋陷阵， 始终高扬永不褪色的先
锋旗帜。

鱼水深情，
汇聚抢大险抗大灾的磅礴力量
“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这

句耳熟能详的话，在这次特大洪灾中，又一次
得到最生动的印证。

汛情就是动员令，险情就是冲锋号。历史
罕见特大洪水发生后，解放军、武警部队官兵
和民兵预备役人员挺身而出， 村庄里、 大堤
上、泥水中，到处是奋不顾身力战洪魔的“迷
彩绿”。

“桃江险情严重，请求部队支援 !”6月30
日17时， 省军区紧急调度7000余名现役官
兵、民兵预备役人员，向抗洪一线集结，装填
沙袋、加筑子堤、转移群众、封堵管涌、巡堤
查险……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从7月1日7时到20时，桃江县大栗港镇民

兵熊春响驾驶冲锋舟， 共转移群众300多人，

却顾不上自己的家被淹。面对朋友、家人的责
怪，他说：“关键时刻，我要站出来！”

暴雨中，他们是最美的“逆行者”。
5日凌晨，益阳市资阳区民主垸沙头镇永

民村的资江大堤上， 接连发生3处管涌险情，
随时有溃堤的危险。 紧急驰援的武警湖南总
队直属支队官兵急战1个多小时，投填数千袋
沙袋，管涌处仍在不停渗水。

“共产党员跟我上！”带队的直属支队政
委谢四平，第一个跳入齐腰深的水里，抡锤打
桩、搬运沙袋，与官兵一起战斗。在他的感染
下，官兵们士气大振，许多战士划伤了手、扎
破了脚，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歇一歇。经过6
个小时的激战，管涌口的出水量越来越小，险
情终于被成功处置。

在这次抗洪中， 省军区党员官兵和民兵
预备役人员，把“两学一做”课堂“搬”到了抢
险现场。面对八曲河的湍急洪流，长沙市望城
区人武部政委伍少林，第一个跳上冲锋舟，第
一个下到洪水里，来来回回数十趟，组织转移
230余名群众； 当冲锋舟被洪水冲翻倒扣，政

工科长段石虎拼尽全力把3名群众推出舟外
救上岸，他爬上岸后身体虚脱。

灾难面前， 湖南消防官兵们个个勇挑急
难险重任务，人人英勇顽强无所畏惧，在湖南
人民心中镌刻下永远难忘的“消防红”。

1日，长沙望城区乌山街道沩水河南中垸
大堤发生穿孔溃口险情。 长沙消防抗洪突击
队官兵不顾自身安危， 跳入近1米深的洪水
中，一边用身躯组成“人墙”减缓水流速度，一
边用沙包搭建人工堤坝。他们实在太累了，或
头枕沙袋，或背靠背，小憩片刻，短暂补充水
和食物之后，又继续投入战斗。

这群最可爱的人， 用忠诚和担当诠释着
鱼水深情，在三湘大地上汇成抢大险、抗大灾
的磅礴力量！

万众一心，
社会各界凝聚民心彰显大爱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历史罕见特大洪水

给湖南造成巨大的损失， 也牵动着社会各界
的心。灾难面前，民心在凝聚，力量在迸发！

省属国有企业主动担当，冲锋在前，以实
际行动彰显国企大爱。

2日6时30分， 湘江长沙站超历史最高水
位。 华天集团精心挑选近100名精兵强将，组
成抗洪抢险应急分队， 赶赴湘江沿线， 装沙
袋、运沙袋、加固河堤……

1日，湖南路桥九分公司一项目部接到泸
溪县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支援电话， 项目部
迅速组织50名人员及数台挖机、 装载机、吊
车、后八轮货车等抗洪抢险设备，赶至浦市镇
防洪大堤撇洪渠抢险。 在全体抢险人员共同
努力下，险情于2日4时20分被成功控制。

由非公企业组成的抢险先锋队， 持续奋
战在抗洪一线。

山河智能提供5台挖机及10余名专业操
作人员，支援长沙县抗洪抢险；湘潭九华经
开区双庆渠水位猛涨，泵站告急，泰富重工
快速响应，连夜赶制大型钢板；三一重工已
出动自卸车 30余台 、2批救援人员抢险救
灾，3日得知宁乡灾情严重， 又提供20台挖
机及操作手参与救援；广汽三菱与省红十字

蓝天救援队携手，无偿提供专业越野车辆参
与救援，并连夜采购受灾地区急需物资运往
前线……

社会各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湘籍企业家、陌陌公司董事长唐岩，通过

芒果V基金，捐赠1000万元，用于帮助湖南受
灾群众重建家园；在湖南生活多年的新疆“切
糕王子”阿迪力·麦麦提吐热，向受灾严重的
宁乡市捐赠价值5万元的切糕。

在抗洪战斗中， 志愿者队伍成为不可或
缺的生力军。

岳阳市蓝天救援队24小时备勤， 一天之
内出勤30多次； 湘钧应急救援志愿者服务队
队长黎毕成和妻子鲁谦瑜， 带领40多名突击
队员， 用冲锋舟和救援绳转移被困群众80余
人；益阳红十字蓝天救援队冒着滑坡危险，成
功转移桃江县牛田镇三塘湾村群众200余人。

被称为“美人鱼”、高位截瘫的志愿者肖
卓作， 当得知长沙县陶公庙附近的大元中心
小学应急疏散安置点急需毛巾、拖鞋、水桶、
口杯、牙膏等物资，她和12名志愿者，马不停
蹄筹集物资送到受灾群众手中。

“或许我们的力量有限，但点滴汇聚成江
海！”肖卓作说。

大灾不惧，大灾不屈。风雨之中，坚毅前
行。洪水面前，众志成城。

风雨过后是彩虹，湖南挺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