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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9日讯（记者 贺佳 周帙恒 奉
永成）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杜家毫，省委副书记、省
长许达哲来到省应急指挥中心，与各市州和省直
相关部门会商研判当前雨情、汛情、灾情，调度部
署防汛抗灾各项工作。杜家毫强调，全省各级各
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一盘
棋”思想，把防汛抗灾作为当前第一位的任务，全
员动员、严阵以待、顽强拼搏，全力以赴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

省领导张剑飞、毕毅、陈博，武警湖南总队司
令员李明辉一同前往。

在省应急指挥中心，杜家毫、许达哲一行与省
防办、应急管理、气象、水文等部门和岳阳、常德、
益阳、湘西州、怀化、张家界等市州视频连线，了解
当前全省天气、水情及发展趋势、工程调度情况和
各地最新汛情、灾情。自 6 月 1 日进入主汛期以
来，湖南降水异常偏多，强降雨过程频繁、间歇期
短，短时强度大，且主要发生在湘中以北地区。截
至7月9日上午7时，洞庭湖、沅水、澧水流域共有
26个站点超警戒水位，洞庭湖区及沅水干流水位
仍在上涨。气象部门预报，未来10天，我省湘中
及以北地区仍有持续性暴雨、大暴雨天气，防汛形
势严峻复杂。

杜家毫向连日来奋战在防汛抗灾一线的广大
干部群众表示慰问和感谢。他指出，当前我省汛

情全面升级，已进入防汛抗灾的关键时期，同时又
处在疫情防控特殊时期、脱贫攻坚决战时期。全
省各级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松懈情绪，
把防汛抗灾作为当前第一位的任务，从最坏处着
眼、向最好处努力，把各项预案做好、把基础工作
做实、把转移避险等措施做到位，一仗接着一仗
打，以自身的确定性抵御外部的不确定性，坚决打
好打胜这场硬仗。

杜家毫强调，要全力抓好监测预警，严格落实
24小时应急值守制度，加强雨情、水情、工情及山
洪与地质灾害风险、城镇内涝风险的实时监测，加
强会商研判和预报预警，为防汛救灾赢得先机。
要全力抓好灾前防范，突出水库和堤防防守、山洪
与地质灾害防御、城镇防涝、尾矿库和矿山防灾、
重要交通干线安全、水面船只管控等重点，主动靠
前布防，加强巡查排险和避险转移，做好抢险救援
准备，把工作措施落实在来灾前，坚决杜绝群死群
伤。要全力抓好工程调度，综合运用水库（水电
站）、涵闸、泵站、堤垸等工程，科学精准调蓄暴雨
洪水，坚持“一盘棋”，兼顾上下游、左右岸防洪安
全，打好时间差，充分发挥水利工程拦洪削峰错峰
作用。要全力抓好险情处置，坚持抢早、抢小，严
防小险发展为大险、险情演变为事故；坚持科学施
救，避免因救援不当或次生灾害造成更大的损失；
充分发挥驻湘部队、武警部队、综合性消防救援队

伍在重大险情处置、被困人员救援等关键时候的
关键作用。要全力抓好救灾安置，妥善安置好受
灾群众，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
住处、有基本医疗服务；扎实做好清淤消杀防疫、
农业救灾补损等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切实维护灾
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
要全力抓好责任落实，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
靠前指挥、及时部署，中央在湘单位以及水利、交
通运输、电力、交警、医疗卫生、新闻媒体等各有关
部门要各负其责、主动配合，齐心协力夺取防汛抗
灾的全面胜利。

许达哲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时刻把群众安危放在心上，坚决杜
绝因局部集中暴雨等自然灾害造成的群死群伤事
故。要抓好防汛抗灾各项工作，重大灾害性预警
信息要第一时间传递到户到人，切实组织好巡堤、
巡坝、巡库、巡河、巡屋，全力打好防汛人民战争。
要强化科技支撑，充分发挥专家作用，牢固树立全
省“一盘棋”思想，切实做好水文、气象预警和隐患
排查。要突出工作重点，加强对山体滑坡易发区
域、病险水库、城市内涝、河道内抛锚船只以及堤
防险工险段的巡查排险，全方位落实防汛救灾属
地责任、监管责任。要深入细致做好受灾群众安
置工作，调度好救灾资金，帮助群众尽快恢复正常
生产生活。

湖南日报评论员

雨倾盆，水如注，我省汛情全面
升级。“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
防汛抗灾作为当前第一位的任务，全
力以赴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7月
9日，省委书记杜家毫调度部署全省
防汛抗灾工作时，向全省发出了打好
打胜防汛救灾硬仗的动员令。

进入主汛期以来，我省已遭遇8轮
强降雨过程，强降雨过程频繁、间歇期
短，短时强度大，特别是6月28日以来
的强降雨在湘西北、湘北地区重叠，
造成洞庭湖、澧水、沅水等流域河湖
水位持续上涨。加之，同处长江中下
游流域的四川、贵州、重庆、湖北、江
西、安徽等地普降大到暴雨，洞庭湖
及湘资沅澧四水面临“上压下顶”的
压力。气象部门预报，未来10天，湘
中及以北有持续性暴雨、大暴雨天
气。防汛抗灾已成为当前第一位的
任务。

水情是湖南最大的省情，水患是
湖南最大的忧患。我省正值暴雨多
发期、洪涝集中期、洪水组合复杂期、
汛情旱情交织期，各级各地须以更
深、更细的万全之策，以应急预案的
确定性，抵御雨情水情的不确定性。
只有把各种预案做好了，把基础工作
做实了，把该避险的措施做到位了，
才能掌握主动权、打赢主动仗。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防
汛抗洪工作的出发点。连日来，省委
主要领导多次深入一线检查督导防
汛工作，强调防汛工作“宁可听骂声、
决不听哭声”，要求党员干部以自己
的辛苦付出换取群众的幸福安宁。
防汛抗洪同样是一场大考，它检验着党员干
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
神，应当把抗击疫情的工作模式、工作作风，

切换到当前抗洪救灾工作中来，以防
汛抗灾的坚决行动和实际成效，让江
河安澜、保潇湘无恙。

预防是最管用最有效最经济的防
灾减灾策略。雨情汛情瞬息万变，监
测预警容不得有丝毫差池。严格落
实24小时应急值守制度，加强雨情、
水情、工情及山洪与地质灾害风险、
城镇内涝风险的实时监测，加强会商
研判和预报预警，为防汛救灾赢得先
机。洪水无情，须以丈尺之功备寸厘
之虞，把工作措施落实在来灾前。这
次石门县潘坪村发生大型山体滑坡
而没有人员伤亡，最关键一点是当地
基层党组织提前预警、有效应对。事
实证明，自然灾害面前，多一份细心、
多一份警觉，人民群众就多一份安
全。

掌握防汛救灾主动权，科学精准
是关键。既要充分发挥驻湘部队、武
警部队、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在重大
险情处置、被困人员救援等关键时候
的关键作用，又要综合运用水库、涵
闸、泵站、堤垸等工程，科学精准调蓄
暴雨洪水，利用好各地降雨间隙期和
国家防总削减三峡下泄流量的窗口
期，打好时间差，充分发挥水利工程
拦洪削峰错峰作用，为打赢防汛救灾
硬仗提供坚实保障。

“夫战，气也。”高度的责任心，敏
锐的警惕性，就是防汛抗灾之“气”。
当前我省已进入防汛抗灾的关键时
期，同时又处在疫情防控特殊时期、
脱贫攻坚决战时期。习近平总书记
近日就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
示，就是我们做好做实防汛救灾工作
的根本遵循。当务之急，是坚决克服

麻痹思想和松懈情绪，把工作进一步做扎实，
准备进一步做充分，以万全之策，保人民群众
生命无忧。

杜家毫许达哲赴省应急指挥中心调度部署防汛抗灾工作

把防汛抗灾作为当前第一位的任务
全力以赴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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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9日讯（记者 陈昂昂）7月7日至
9日，省政协主席李微微率队赴永州，围绕“湖南省
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主题，就我省文化遗产的
保护方式与途径、开发利用与管理情况和我省文化
遗产保护与利用所面临的问题等进行调研。

省政协秘书长卿渐伟参加调研。
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新田县枧头镇龙家大

院，江永县女书文化园、上甘棠村、勾蓝瑶寨村，道

县周敦颐故里、陈树湘烈士纪念馆等地调研。
新田县龙家大院由 48 栋明清砖木结构建筑

组成。近年来，龙家大院一手抓旅游产业，一手抓
农业结构调整，建档立卡贫困户 93 人已全部脱
贫。得知在外打工的龙上保回乡，当上了旅游讲
解员，李微微十分高兴，她说，要充分发动当地居
民参与共建共享，让人民群众在文化遗产的保护
和利用中有更多参与感和获得感。

在省政协委员胡彬彬等专家多年的奔走呼吁
下，去年10月，勾蓝瑶寨古建筑和当地特有的水
龙祠壁画，被确定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李微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历史文物管理水
平，加快对重点文物的抢救保护，把文化更好地传
承下去。

李微微强调，要深入挖掘文化遗产的精神内
涵，讲好历史故事，充分释放文化遗产的文化价
值、艺术价值和教育价值，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
文化需求；要积极探索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振兴、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相结合的有效途径，打造乡
村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将文化遗产资源转化为具
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旅游资源，实现文化惠民、文化
富民；各级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要充分发挥人民
政协制度优势，聚焦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和传承
履职尽责。

李微微在永州调研时强调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让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

湖南日报7月9日讯（记者 奉永成）今天
15时，省应急管理厅、省减灾委办公室决定将
省级自然灾害救助Ⅳ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Ⅲ
级。

6 月 21 日以来，我省发生四轮强降雨过
程，受灾人口和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较大。
6月24日，省应急管理厅、省减灾委办公室及
时启动了省级自然灾害救助Ⅳ级应急响应。
目前，我省湘中以北等部分地区降雨时间偏

长、覆盖范围较广、累计雨量大、河湖水位高、
超警站点多，受灾规模进一步扩大，省应急管
理厅、省减灾委办公室决定将省级自然灾害
救助应急响应提升至Ⅲ级。要求各地、各有
关单位按照预案和规程，做好防灾减灾救灾
等工作。

目前，张家界市已启动本级自然灾害救
助Ⅲ级应急响应，常德市启动本级自然灾害
救助Ⅳ级应急响应。

湖南省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提升至Ⅲ级

湖南日报7月9日讯（记者
奉永成 张杨）今天，记者从省防
指、省应急厅获悉，今年以来全省
降水整体偏多，全省平均降水量
1013.9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13.5%，共出现19次较强降水过
程。省防指先后下达水库调度命
令79次，调度五强溪、凤滩、皂市、
江垭等大型水库预泄腾库、拦洪
削峰，最大限度减轻下游防守压
力。

据预报，10日前后，沅水托
口水库入库洪峰将达 6000 秒
立米左右，未来7天洪量达14.4
亿方；11日前后，沅水五强溪水
库入库洪峰将达 23400 秒立米
左右，未来 7 天洪量达 112 亿
方。

今年迎战暴雨洪峰以来，
全省各地先后发动干部群众
43.6万人次，开展巡库、巡堤、巡
塘、巡路、巡坡、巡屋、巡矿等工
作，确保水利工程、重要城镇、
工厂矿山、交通干线安全。

省防指分析研判认为，下
一步要关注长江来水及继续做
好水库调度。同时，要特别关
注洞庭湖区及沅水超警戒水位
的洪水，加强堤防防守；关注强
降雨区域内中小河流洪水，防
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

紧急下拨省本级救灾资金1000万元
133万余人受灾，紧急转移安置8.3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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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9日讯（记者 奉永
成）今天，记者从省防指、省应急厅获
悉，7 月 4 日以来，湖南部分地区遭遇
强降雨天气，常德市、张家界市、岳阳
市以及湘西州等地区发生洪涝灾害。
到今天 17 时 30 分，全省共有 9 个市州

45个县市区受灾，受灾人口133.4万余
人，紧急转移安置8.3万余人。

进入主汛期（6 月 1 日）以来，省防
办发布自然灾害风险预警 23 期、重大
汛情专报7期，电话督促提醒357县次
加强防范，在应对多轮暴雨高洪过程

中，紧急转移危险区群众 16 万余人
次。省应急厅会同省财政厅紧急下拨
省本级救灾资金 1000 万元，救灾物资
价值达174万余元，提前派出3个暗访
组、5个救灾组赶赴一线，确保受灾群众
的基本生活。

全力以赴
防汛抗灾

湖南日报7月9日讯（记
者 奉永成）今天，记者从省
防指、省应急厅获悉，7月9日
8 时至 17 时，湘东、湘中、湘
西部分地区暴雨，主要集中
在浏阳、冷水江、新邵、洞口、
洪江市、洪江区、沅陵、会同、
芷江、新晃等县市区，点最大
降雨为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
县碧涌镇龙山水库站 122.0
毫米。

6月28日以来，湘中以北
发生了连续的强降雨过程，降
雨主要集中在澧水、沅水及湖
区部分地区，覆盖张家界、湘
西州、常德、岳阳等地。本轮
降雨全省共有47县1031站
降雨超过200毫米，27县382
站降雨超过300毫米，17县
67站降雨超过400毫米。强
降雨过程全省累计降雨100
毫米以上笼罩面积达 9.6 万
平方公里，其中，200毫米以
上笼罩面积达 5.6 万平方公
里，300毫米以上笼罩面积达
1.7万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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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张家界市永定区西溪坪
街道禾家村，消防救援队员在转移被困
群众。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澧水干流水
位暴涨，该村有14户45名村民被洪水
围困。张家界市消防救援支队等派出
40余名队员前往救援，将被困人员全部
安全转移。 吴杰 摄

以战时状态全力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工作
湖南日报7月9日讯（记者 黄利飞）持续强

降雨使得地质灾害突发群发可能性极大。省地
质灾害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今天下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力量以战时状态全力做好当前地
质灾害防范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全省各级各
部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战时状态和纪

律全力以赴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通知强调，各市州、县市区要充分利用好所

在地的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单位，发挥其专
业优势，将技术支撑队伍派驻至防治工作一线，
夯实防范力量。强降雨期间，技术支撑单位技术
人员必须驻县驻乡驻村驻点，随时待命，做到哪

里有隐患、哪里有险情、哪里要救灾，技术支撑
就在哪里。省属各地勘单位要把防灾减灾救灾
作为当前的首要政治任务，组成专门班子，集中
最强力量，全力协助地方开展工作。省自然资源
厅会同省地质院负责做好技术支撑队伍的统筹
调度。

乡镇、村组是地质灾害防范的第一道防
线，也是最能发挥作用、最重要的防线。通知指
出，各市州、县市区要加大对已知隐患和潜在
隐患，尤其是建房切坡、道路切坡、高坎陡坡等
高风险区域的巡查排查力度。乡镇党委、政府
和村支两委应全力做好临灾避险准备工作，一
旦发现地质灾害发生前兆或遭遇极端降雨过
程，要按应急预案要求，果断撤离受威胁的所
有人员。

省应急厅调派直升机赶赴岳阳
支持洞庭湖区防汛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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