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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9 日 10 时， 洞庭湖城陵矶站水位
为 32.48 米，退出 32.5 米警戒线，水位将平
稳回落；自 7 月 20 日 12 时起，岳阳市解除
全市防汛Ⅳ级应急响应……这标志着该市
再一次坚强挺过强降雨与大洪水过程的考
验，获得迎湘江超警戒水位洪水挑战的又一
次胜利！

岳阳北枕长江、环抱洞庭，雨情、水情、
工情复杂，历来是全省防汛抗灾的主阵地和
主战场。 岳阳的防汛工作，一直牵动着各级
领导的心。

自 4 月份以来，国务委员、国家防汛抗
旱总指挥部总指挥王勇，应急管理部党组书
记黄明，省委书记杜家毫、省长许达哲、省委
副书记乌兰、副省长隋忠诚、副省长陈飞、省
军区全体班子等领导先后来岳检查防汛工
作。

按照国家、湖南省要求，入汛以来，该市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紧绷防大
汛、抢大险、救大灾这根弦，扎实做好会商研
判、调度督查、查险处险、值班值守等工作，
没有出现垮库垮坝， 未发生一起因洪涝灾
害、山洪地质灾害导致的人员伤亡事件。

“层层压实工作责任，不挂空
挡、不掉链子”

7 月 16 日晚 8 时，洞庭湖城陵矶站水位
32.50 米，达警戒水位。 市委书记、市防指政
委刘和生来到市防指， 主持召开防汛会商
会，安排部署防汛工作。 自 7 月初迎战湘江
洪峰以来，市委、市政府领导接连批示、紧急
调度，紧张有序应对，展开了与洪水的再一
次较量。

“防汛工作责任重于泰山，要把防汛责
任压下去。 市、县、乡、村四级要严格落实防
汛工作责任， 每一级责任都不能挂空挡、都
不能掉链子，畅通防汛责任‘最后一公里’。 ”
岳阳市委、市政府要求，以责任上肩倒逼工
作落地。

市委、市政府压紧压实以行政首长负责
制为核心的防汛抗旱工作责任，切实承担起

“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逐
级明确防汛任务、层层夯实责任，实现防汛
抗旱减灾责任落实全覆盖，为防汛工作争取

了主动权。
“抓紧做好防汛的各项工作，沉着应付，

科学调度，加强值守，确保安全度汛。 ”刘和
生多次作出批示、 召开全市防汛会商会，要
求全力做好当前防汛抗洪工作，确保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及社会大局稳定。

市长、 市防指指挥长李爱武深入湘阴
县、屈原管理区、君山区沿大堤巡查，了解湖
水即时水位、险工险段防守以及防汛物资储
备情况， 并多次对全力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尤其是加强对隐患点和重点部位的巡查监
测等工作提出要求。

战洪水，保家园。 联点各县（市、区）的市
“五大家”领导也纷纷下沉到包片责任县区，
指挥调度防汛抗灾工作。

按照要求，岳阳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将
各项责任落实到防汛抗灾各个环节，切实做
到思想、责任、组织、预案、措施“五到位”；各
部门加强信息共享、强化协调配合，各司其
职、各负其责，在预测预报、工程调度、查险
处险、应急抢险等方面凝聚了强大的合力。

市防办发挥牵头管总作用，夜以继日地
工作，实时会商研判，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市
防指各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认真履职、通力
协作，强化责任落实。

防汛抗灾， 更是对党员干部的重大考
验。

市委、市政府明确要求，严格落实防汛抗
旱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把责任落实到每一
个环节、每一个工程、每一处险工险段、每一
个责任人。 防汛期间，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
部要坚守岗位，未经批准一律不得外出，对因
失职、渎职造成事故的，严格问责追责。

按照部署， 市防指派出 5 个由市水利
局、 应急管理局组成的驻县督查组对湘阴
县、汨罗市、屈原区、岳阳县、华容县、君山区
和岳阳监狱进行督查检查。 市防办、市水利
局先后开展实行“点对点”督查 15 次，通过
加强随机暗访督查，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工
作责任。

“宁可十防九空，绝不一次放松”

因依长江、 纳三湘四水的特殊地理位
置，洞庭湖岸的岳阳人见惯了风浪，对“防汛
抗洪”更是毫不陌生。 只是，今年的防汛工
作，不同于以往。

一方面，岳阳市湖区垸多堤长，水库山
塘数量较多，部分近年来修建的防洪工程还
未经过高洪水位的考验；另一方面，恰逢机
构改革之年，防汛抗灾力量经历了调整的过
程，工作机制尚有待磨合。

“宁可十防九空，绝不一次放松。 ”岳阳
市提前安排、超前准备，树立全市“一盘棋”
的思想，全链条压实责任、全过程精准调度、
全方位严明纪律，突出湖区防洪，突出水库
防守，突出山洪地灾防御，突出城镇防涝，以
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

未雨绸缪才能有备无患。4 月初，李爱武
召开全市防汛抗旱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动员
全市上下迅速进入临战实战状态，坚决确保
平稳安全度汛。

5 月，刘和生沿湘江、洞庭湖流域巡河，
督导防汛备汛工作时强调：“要进一步高度
重视，落实落细防汛备汛各项责任，全面开
展险工险段排查， 抓紧抓实防汛物资储备，
加强防汛人员培训和演练，全力确保安全度
汛。 ”

每一次强降雨或湖区洪水发生前，市
委、市政府领导多次调度推进、督促落实防
汛工作举措，各包县防汛的市“五大家”领导
纷纷下到责任片区检查防汛工作，打好提前
战。 突出清基扫障、道路畅通、防汛力量、物
资准备等重点， 市、 县两级储备了编织袋
268.21 万条、彩条布 96.29 万平方米、砂卵
石 152 万吨、块石 12.65 万方，在重要堤垸、
险工险段准备了砼四面体、钢筋笼等抢大险
物资，明确湖区发生超警戒水位时，各县市
区按 3 条抢险自卸驳船、5 辆运输车、1 辆吊
车标准储备待命， 防汛大县按两倍标准准
备，搭建人防、物防、技防“立体防护网”。

强力推动机构改革，理顺工作机制。 市
防指率先全省完成防办人员转隶及防指机
构调整， 市应急管理局迅速适应大应急要
求、融入大应急体系、进入大应急实战状态。
自 4 月 1 日开始，市防办与市水利局启动 24�
小时防汛联合值班，严格执行领导带班制与
信息报告制。

在应对今年汛期多轮强降雨过程中，市
防指领导带队通宵达旦值守调度，各成员单
位既有分工、又有协作，高效联动开展监测、
预报、预警工作。 市防办每天 8 时向市、县两
级防汛责任人发送防汛工作动态和雨水情
短信。

5—7 月，历次强降雨过程及近期湘江发
生超警戒水位洪水期间， 市防办、 水利、气
象、水文等部门实行集中办公、会商研判、下
发指令、启动响应，精准调度各地防汛抗灾
工作，汛期紧张时期，通宵达旦值班值守，确
保防汛抗灾工作有力有序开展。

市防指明确市县乡防汛抢险技术专家
1100 人，打造了防汛抢险工作的专家库和智
囊团；完成防汛应急采砂 109.23 万吨；市应
急管理局联合市水利局开展全市防汛应急
避灾抢险演练，组织 300 余名业务骨干参加
防汛抢险业务知识培训班学习； 预案编制、
应急演练做到全覆盖、常态化，全市累计开
展山洪地灾防御、水库抢险等各类应急演练
152 场次。

按照要求，各县市区、各乡镇足额配备
了湖区防洪巡逻队、守护队、抢险队“三队”
人员，及时上堤开展巡查值守抢护；配齐了
山洪地灾易发区预警员、信息员；加强了防
汛机动抢险队、 民兵舟桥队等专业队伍衔
接，确保各类防汛队伍招之即来、来之能战。

市应急管理局专程赴岳阳军分区、市武
警支队、陆军步兵师预备役三团、市消防支
队对接应急抢险工作，进一步建立健全“无
缝对接、快速反应、强化联动、高效有力”的
军地联动工作机制。

“枫北巷北环路由于暴雨内涝造成人员
被困，急需救援！ ”6 月 18 日，岳阳楼区消防
大队接到命令后，深夜紧急赶往救援。 7 名指
战员跳入 1 米多深的积水中， 采取托举、肩
背、用澡盆转移等方式，把被困群众陆续转
移至皮划艇， 将 28 名被困群众分批全部安
全转移。

“没有抢不了的险，只有查不
到的险”

一面小旗帜、一根竹签、一个记录本、一
个袖章、一支手电、一面铜锣，这“六个一”是
岳阳市上堤巡查人员、守护人员的“标配”。
据统计，入汛以来，岳阳市共累计出动 3 万
余人上堤查险。

受上游强降雨影响，湘阴县湘江段水位
上涨迅速。 7 月 9 日 13 时，湘阴县提前启动
防汛Ⅲ级应急响应，实际按照防汛Ⅱ级应急
响应标准设防。

湘江沿线， 堤垸全线拉灯照明， 该县

5000 余名干群在抗洪前线严防死守， 每公
里 9 人、3 人一组开展拉网式巡堤查险，所有
涵闸、险工险段实行专人值守，民兵应急分
队随时听号令，可在一个小时内赶赴到指定
地点，装载砂卵石的自卸舶停靠在指定堤段
待命……

7 月 15 日 8 时，洞庭湖六门闸站外水位
达到 32.5 米，华容县注滋口镇，团洲乡隆西
垸、团山新洲垸、团洲垸洞庭湖一线干堤均
达到防守准备水位。 接到华容县防指发出的
按防守准备水位设防指令后，注滋口、团洲
等乡镇迅速进入全员防汛实战状态。

据介绍， 该县应储砂卵石 14.3 万立方
米， 实际储备防汛砂卵石 16.9 万立方米，超
标准储备 2 万多立方米。 县级防汛仓库还超
计划储备了编织袋 7 万条、彩条布 1 万平方
米、钢筋笼 38 个、砼立方四面体 34 个，并和
矿石企业签订了 5000 立方米块石代储合
同。

“没有抢不了的险，只有查不到的险。 ”
这句话，是市委、市政府领导对防汛工作的
要求，更是岳阳各级防汛工作的真实写照。

“防汛抗旱的底线就是‘五个确保’，任
何时候都不能有闪失。 防汛工作绝对不能
‘抓大放小’，必须全方位严防死守。 ”岳阳市
要求，既要抓好长江干堤、洞庭湖堤查险处
险工作，也要抓好中小河流、山塘水库查险
处险工作，绝不能留下任何隐患。

按照要求，巡查防守人员进行 24 小时巡
查值守，抓细抓实巡堤查险。 同时，扎实做好
长江干堤、洞庭湖堤防守工作，开展拉网式排
查，及时处置好管涌、散浸、滑坡、崩岸等各类
险情，不能有任何闪失，确保江湖安澜。

湖区抗洪上，湖区各地迅速抓好清基扫
障，全面打通防汛通道，提前布防布控；山区
防汛上，突出抓好水库防守和山洪地质灾害
防范，加强巡查值守，一旦发生险情，及时组
织群众转移；城区防涝上，加强对易渍地区
监测巡查，确保不发生涝渍灾害。

自从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以来，屈原管理
区营田镇各村（社区）党员干部率先上堤、冲
锋在前，争当防汛备战工作的排头兵。“村里
组织了 30 余人上堤巡逻、值守隐患点，其中
绝大部分是村干部、党员、入党积极分子！ ”
该镇荷花村党总支书记姜昔志介绍。

在“七下八上”湖区抗洪关键时期，面对
长江上游仍有可能发生洪水过程，岳阳市将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两个坚持、三
个转变”的要求，始终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
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压实责任，凝聚合
力，坚决打赢打好防汛“保卫战”，确保夺取
今年防汛抗灾的全面胜利！

顶得住风浪 扛得起责任 经得住考验
———岳阳市防汛抗灾工作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