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日暴雨，河湖水位猛
涨……眼下，我国南方多地
进入防汛的关键时期。7 月
12 日，国家防总将防汛Ⅲ级
应急响应提升至Ⅱ级，水利
部也将水旱灾害防御Ⅲ级应
急响应提升至Ⅱ级。

习近平总书记对进一步
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
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压实责任、勇于担当，各级
领导干部要深入一线、靠前
指挥，组织广大干部群众，采
取更加有力有效的措施，切
实做好监测预警、堤库排查、
应急处置、受灾群众安置等
各项工作，全力抢险救援，尽
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面对严峻的汛情灾情，
广大党员干部火速行动，冲
锋在前，奋战在抢险救灾第
一线，留下许多动人故事。

A组：广州恒大、江苏苏宁、山东鲁能、河南建业、大连人、广州
富力、上海申花、深圳佳兆业
B组：北京国安、上海上港、武汉卓尔、天津泰达、重庆当代、河
北华夏幸福、青岛黄海、石家庄永昌

分组名单

中超公布第一阶段赛程

112场较量一触即发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记者 蔡

矜宜）今天，中国足协公布新赛季中
超第一阶段赛程。7 月 25 日至 9 月
28 日，16 支中超俱乐部将在大连、
苏州两大赛区，展开 14 轮 112 场精
彩对决。

2020赛季中超联赛千呼万唤始
出来。今年两大赛区均举办开幕式——
25日18时15分，卫冕冠军广州恒大
与上海绿地申花的强强对话将为大
连赛区拉开序幕；25日20时30分，
苏州赛区揭幕战则由众望所归的武
汉卓尔迎战青岛黄海青港。

除了揭幕战令人期待，首轮还
有两场德比大战。“升班马”石家庄
永昌将对阵同省对手河北华夏幸
福，永昌 5 外援早早到队兵强马壮，

表现如何值得关注；另一场德比是
重返中超、疯狂引援的深圳佳兆业，
其“黑马”成色究竟几成，广州富力
是一个不错的对手。

值得一提的是，从公布的赛程来
看，久违了的球迷们将在接下来两个
多月时间里过“足”瘾——每周5到6
天有球看，8月的31天中只有6天没
有比赛，同一天进行的比赛也被分别
安排在下午、傍晚、夜间进行。

前所未有的分组赛制、密集赛
程，将给每支球队带来全新的挑战。
这个时候比拼的绝不仅仅是球队实
力，还包括从人员厚度到轮换调整，
从训练备战到临场应变，从后勤保
障到心理调节，每一个环节都有可
能决定一场比赛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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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美国政府正式通知联合国秘书长
古特雷斯，将于明年 7 月退出世界卫生
组织以来，已经过了约一个星期。作为
全球欠世卫组织会费最多、新冠确诊病
例数最多、死亡病例数最多的国家，为
逃避责任退出世卫组织，美国这个头号

“老赖”着实让人齿冷。
美国政府不仅严重拖了全球抗疫的

后腿，而且坑惨了本国人民，责任逃避不
了，板上钉钉。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
心网站11日公布的新冠疫情数据显示，
美国累计确诊 3173212 例，累计死亡
133666例，单日新增新冠病例数超6.6万
例，再创新高。按世卫组织 11 日公布的
数据，全球累计新冠确诊 12322395 例，
死亡556335例。美国以约占全球1/20的
人口，却“贡献”了约1/4的确诊病例、约
1/4的死亡病例。而这，只是确诊的，在至
今仍为该不该戴口罩、聚会能否感染而

争论不休的美国，还有多少患者没有接
受检测？

美国一些政客的“政治优先”，让美
国人民成为牺牲品。“甩锅”责任，导致了
美国政府的不负责；欺瞒百姓的不实宣
传，导致一些美国人对病毒和疫情的认
知，无知到可悲可笑的程度。据美国《新
闻周刊》11日报道，美国多地出现“新冠
聚会”，聚会者故意近距离接触，看是否
有人会感染新冠病毒。亚拉巴马大学多
名学生组织这样的聚会，甚至比赛看谁
先感染新冠病毒。在北卡罗来纳州，许多
人号称不怕病毒，结果在这种聚会上染
病。愚民政策终误己，美国新增确诊连创
新高，最终吞下苦果，买单的却是普通民
众。有多少条人命，这些政客就将欠下多
少血债。

对人民撒谎，对世界耍赖。美国政府
不仅应该为本国人民负责，也要为拖累
全球抗疫负责。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在其网站刊文，美国单日新增确

诊病例数接连刷新纪录，“死亡曲线”又
开始抬头，但却并没有大规模检测和追
踪的能力，无法标记和隔离疫情暴发中
心，以至于在新冠疫情困境中越陷越深。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世界最大的
经济体和“世界警察”，美国的一举一动，
注定牵扯全球抗疫的合力。日本冲绳县
政府已证实，驻扎冲绳的美军相关人员
感染新冠病毒人数增多，7日至11日新
增61人感染，疫情在基地内部蔓延。而7
月 4 日美国独立日前后，美军相关人员
还在冲绳县境内的夜店和海滩聚会。为
此，冲绳县政府不得不提醒参加过聚会
的本地居民，身体不适要及时前往医院
就诊。美国海外基地何其多？美国与世界
的经济、人员往来何其多？美国这个全球
抗疫最大的问号，责任难逃。

美国已经严重透支信誉，即便退出
世卫组织另起炉灶，搞一个完全听自己
话的组织，还会有多少人上当？信誉扫
地的美国，还值得信任吗？

“老赖”跑路 责任难逃
天下微评

战汛情 勇担当
——党员干部奋战抗洪一线故事

闻“汛”而动筑防线
7月6日16时52分，湖南石门县南北镇

潘坪村雷家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泥土、岩石
倾泻而下，瞬间吞没了一座小型水电站、数
栋民房和百亩田土。

连降暴雨，引发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石门
县最大规模的山体滑坡——约 300 万立方
米山体瞬间崩塌。但事发地依靠技防、人防，
奇迹般实现了“零伤亡”。

6月24日、6月30日和7月6日，安装在
雷家山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北斗高精度地灾
监测预警系统，先后数次发布橙色预警。第
一次橙色预警后，当地就迅速组织实地核
查，将危险区域的6户20名村民安置转移，
又在隐患点及周边持续开展重点巡查和监
测预警……

险情就是命令，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不容马虎！

梅雨天气带来大量降水，让太湖水位持
续走高。入梅以来，江苏无锡市已出动4200
余人次巡堤查险，多次成功将险情消除在萌
芽状态。在苏州，8艘海巡艇、10余名海事人
员组成党员突击队，24小时应急待命，确保
能迅速、高效地处置汛期突发事件。

连日来，长江安庆段水位迅速上涨。7月
11日，安徽省安庆市大观区海口镇培文圩出
现漫堤险情，圩内约4000名居民受到威胁。

87名机关干部闻令而动，组成抢险队，连夜
赶赴遇险堤段。他们和当地群众一起顶风冒
雨，在1000多米长的“战线”上筑起拦洪坝，
转移群众。

在江西，为处置险情，56岁的乐港镇邵
湾村党支部书记邵忠如带头跳入已大半人
高的洪水中封堵圩堤上的泡泉。

在湖南，连续强降雨导致洞庭湖水位全
面超警，环湖的益阳市、常德市、岳阳市闻

“汛”而动，每天都是党员干部带头在千里堤
防线上巡查防守……

在成功避免山体滑坡可能导致的人员伤
亡后，湖南省石门县南北镇党委书记覃浩深
有感触，他说：“对党员干部来说，险情就是命
令。险在哪里，党员干部就要出现在哪里！”

鏖战洪魔勇担当
洞庭湖以西的湖南津市市，正在毛里湖

鏖战。
毛里湖是湖南省最大的溪水湖，99条湖

汊穿插在良田与农户间，本是一道美丽风
景。6月底至今，5场大暴雨致湖面从约6万
亩猛增到约10万亩，湖水难以排出，给堤防
带来巨大压力，威胁着6万多人的生命财产
安全。

赶紧给湖水找出路，和下一轮降雨抢时
间！津市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当机立断，挖开
省道，拆掉公路桥，疏通泄洪道。

险情十万火急！10多台挖掘机等大型机
械，一刻不停，抢挖排水口。7月13日晨，60米
宽的行洪通道基本完工，湖水排出量是之前
的4倍。水位虽仍超警戒线，但险情逐步趋缓。

据水利部监测，7 月 4 日以来，长江、太
湖流域出现强降雨，长江中下游干流监利及
以下江段、洞庭湖、鄱阳湖，江西修水、抚河
等21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72条
河流超保证水位，19条超历史水位。

越是危急，党员干部越要勇敢向前。
7 月 8 日，地处鄱阳湖畔的江西鄱阳县

鄱阳镇问桂道圩堤发生漫决。中国安能第二
工程局火速号令，一支党员突击队迅速集
结，率领着来自南昌、常州、厦门等地的数百
名抢险人员和52台（套）装备，星夜驰援，加
上陆续赶来增援的火箭军、武警和预备役部
队，决口封堵战全面打响。120 米、110 米、
100米、70米……缺口不断缩小，预计13日
完成封堵。

同一天，湖北省黄梅县大河镇第一初级
中学300余人因洪水被困。距灾情发生地不
远的中建三局建筑工地上，项目党支部书记
舒金豹带领10余名建筑工人组成抢险突击
队，出动铲车、挖掘机赴现场救援。大浪让载
着学生的冲锋舟顿时失控，舒金豹带领大家
跳入水中，抓紧冲锋舟，将学生一个个背上
铲车，转移到安全地带。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危难关头，无数共产党员向险而行，封
堵溃口，疏浚河道，抢救灾民……党员扼守
的地方，就是坚固的生命防线。

洪水无情人有情
洪水，给多地的人们带来了灾难——
7月2日以来，持续强降雨造成安徽省9

市 44 县（市、区）等受灾，截至 7 月 12 日 11
时，受灾人口215.7万人，直接经济损失90.2
亿元。

截至 7 月 12 日 15 时 30 分，江西 550.5
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81.3亿元。

今年以来，强降雨造成湖南共计530万
余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106亿元……

灾难带来的伤痛，唯有用妥善的安置与
后续的帮扶，来温暖和抚慰。

在江西鄱阳县桂湖村，村民们的家陷入
一片汪洋，58岁的黄胜祥和500多名村民一
起被转移到县城的一所小学集中安置。洪水
来临前，这个应急安置点已经经过消杀，配
备了方便面、矿泉水、防潮垫、凉席、凉被、洗
漱用品和药品等，临时搭建了一间开水房。
傍晚，黄胜祥领到了热腾腾的盒饭，打开一
看，有青椒肉丝、炒南瓜，荤素搭配。他说：

“这个时候还能吃上一口好饭，真不容易！”
记者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

灾民安置点看到，受灾群众都有了安全居住
地点，吃上了热饭。

“我们不会让任何一个受灾群众流离失
所！”这是一位乡镇负责同志的承诺，也是千
千万万抗洪一线党员干部的共同信念。

一些人被温暖抚慰，还有一些人正重整
旗鼓，打算再次创业。

7月7日凌晨，安徽歙县遭遇50年一遇
的洪涝灾害，歙县经济开发区近300家企业
有180家不同程度受灾。“我们公司在开发区
经营16年，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歙
县薇薇茶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郑仁贵走过被水
冲刷的厂房，心痛地说。他的公司主要做茶叶
出口生意，此次洪水让他损失近1亿元。

“这几天，政府部门的干部多次到公司
来，有的帮我们协调金融机构支持，有的表
示，遇到难题可以给我们特事特办……这些
雪中送炭的帮助，给了我信心。”郑仁贵告诉
记者，他已从浙江订购了5台茶叶加工新设
备，力争尽快恢复生产。

深夜里，在长堤上，湖南安乡县大鲸港
镇“90后”镇长谭佳成穿着套鞋、拿着手电在
巡查。他对记者说：“不管有多少困难，我们
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

（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7月13日17时，长江干流汉口站水位达28.74米，较之前的洪峰水位28.77米出现轻
微下降。长江中下游洪水洪峰顺利通过汉口江段。图为当日，上涨的江水已淹到汉口江滩一
级亲水平台（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单场7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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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3日进行的CBA联赛复赛第二
阶段比赛中，山东西王队以125比110战
胜南京同曦宙光队。同曦队外援约瑟夫·
杨全场砍下74分，刷新了由其保持的本
赛季个人单场得分新高。 新华社发

国家防总：

增派6个部级工作组
指导检查防汛救灾工作
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记者13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

针对当前严峻防汛形势，国家防总决定增派 6 个部级工作
组，由公安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中国气象局
等部委负责同志带队，赴江西、安徽、湖南、湖北、江苏、浙江、
重庆等7个重点地区指导检查防汛救灾工作。

此外，财政部、应急管理部13日向江西、安徽、湖北、湖
南、重庆五省（市）紧急拨付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6亿元。国
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3日向江西
省紧急组织调拨5000床毛毯、5000床毛巾被、5000张折叠
床和2000顶帐篷。

我国三年将投资约1.29万亿元
推进150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据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记者从13日举行的国务院
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获悉，我国计划2020年至2022年重点推
进150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总投资约1.29万亿元，带动直
接和间接投资约6.6万亿元。工程实施后，预计可新增防洪
库容约90亿立方米，治理河道长度约2950公里，新增灌溉
面积约2800万亩，增加年供水能力约420亿立方米。

国内首台10兆瓦
海上风电机组成功并网发电
据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记者13日从三峡集团了解

到，国内首台10兆瓦海上风电机组日前在三峡集团福建福
清兴化湾二期海上风电场成功并网发电，这是目前我国自主
研发的单机容量亚太地区最大、全球第二大的海上风电机
组，刷新了我国海上风电单机容量新纪录。

该型机组针对福建、广东等海域I类风区设计，具备超
强抗台风能力。在年平均10米/秒的风速条件下，单台机组
每年可以输送出 4000 万度清洁电能，可以减少燃煤消耗
12800吨，二氧化碳排放33500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