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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 防汛救灾

湖南日报7月20日讯（记者
周月桂 黄利飞）今 天 ，省 政
府新闻办、省防指办公室在
长沙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
省应急管理厅党组书记周赛
保通报了我省防汛救灾工作
情况。

今年以来，我省已发生20
轮 强 降 雨 过 程 ，全 省 降 雨
1122.7毫米，其中5月29日以
来发生 10 轮强降雨共 439.9
毫米，分别较多年同期均值偏
多 18.2%、34.2%，导致江河湖
库发生高洪，遭遇严重洪涝灾
害。入汛以来，湘水、沅水、资
水、澧水和洞庭湖共 63 站次
发生超警及以上水位洪水，其
中主汛期以来就有 61 站次。
常德、岳阳、邵阳、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张家界、怀化、益
阳等市州部分县市区受灾严
重。

全省上下以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系列重要指
示批示为根本遵循，在国家防
总的指挥调度和省委、省政府
的坚强领导下，全力以赴打好
防汛救灾持久战、攻坚战，成功
应对了湘中以北连绵不断的局
部暴雨和洞庭湖本世纪以来第
三高洪，确保了水利工程安全、
交通干线安全和城镇安全，没
有出现群死群伤、没有出现溃
堤溃垸。

受长江 2 号洪水影响，长
江干堤和洞庭湖区还将在警戒
水位以上高位持续，部分堤垸
将再次超过保证水位。洞庭湖
超警已半个多月，堤防出险几
率不断增加，全省当前防汛救
灾形势十分复杂严峻。下一步，
我省将以连续作战的优良作
风，全力以赴打好防汛救灾攻
坚战。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黄利飞

我省今年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全省上
下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成功应对
了湘中以北连绵不断的局部暴雨和洞庭湖
本世纪以来第三高洪，防汛救灾取得阶段
性胜利。7 月 20 日，省政府新闻办、省防指
办公室在长沙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省应
急管理厅党组书记周赛保通报了我省防汛
救灾工作情况。

今年已发生20轮强降雨，
我省遭遇严重洪涝灾害

今年以来，我省已发生20轮强降雨过
程，导致江河湖库发生高洪，汛情呈现以下
三个特点。

一是降雨总量多，局部雨强大。今年以
来全省降雨1122.7毫米，其中5月29日以
来发生 10 轮强降雨共 439.9 毫米，降雨量
较多年同期均值偏多34.2%。降雨分布极为
不均且短时间集中在某一个点上特征明
显，主汛期以来连绵不断的强降雨长时间
集中在湘中以北，局地短时降雨和部分县
市区日降雨量超历史极值。

二是河湖水位高，超警时间长。入汛以
来，湘水、沅水、资水、澧水和洞庭湖共63站
次发生超警及以上水位洪水，其中主汛期
以来就有61站次。洞庭湖控制站城陵矶站
自 7 月 4 日超警已历时 16 天，洪峰水位达
34.58米，超保证水位0.03米，为2000年以
来第三高。汛情最严重时，洞庭湖区一度有
近2900公里堤防水位超警，其中250公里
超保证。

三是受灾范围广，局地灾情重。今年以
来强降雨共造成14市州117个县市区601
万余人受灾，紧急转移安置34.7万余人，需
紧急生活救助 15.4 万余人，直接经济损失
122.9亿元。其中，常德、岳阳、邵阳、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怀化、益阳等市
州部分县市区受灾严重。

全力以赴打好持久战、攻坚
战，成功迎战暴雨高洪

自 5 月 28 日汛情连续、集中暴发以来
的50多天时间里，全省上下以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
根本遵循，在国家防总的指挥调度和省委
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力以赴打好持久
战、攻坚战，成功应对了湘中以北连绵不断
的局部暴雨和洞庭湖本世纪以来第三高
洪，确保了水利工程安全、交通干线安全和
城镇安全，没有出现群死群伤、没有出现溃
堤溃垸。

高位推动和组织部署有力。省委、省政
府高度重视防汛救灾工作，省委书记杜家
毫，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多次就防汛抗
灾作出批示，并赴一线检查指导、到省应急
指挥中心调度部署工作，其他省领导先后
赶赴联系市州现场指导，督促各地落实措
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各地党委政府
领导既挂帅又出征，加强现场指导，解决实
际问题。

会商研判和应急响应及时。主汛期以
来，省防办、省应急厅全面进入战时状态，
全体干部职工全身心投入到防汛救灾的实
战中。省防指召开联合会商37次，及时分析
研判防汛形势，因时因地因势部署抗灾救
灾工作；根据汛情发展，适时启动防汛Ⅳ级
应急响应3 次、Ⅲ级应急响应 1 次、发布水
库调度令109次、自然灾害风险预警24期、
重大汛情专报9期。省防指从省级库紧急调
拨编织袋175.2万条、彩条布142.6万平方
米、土工布2万平方米，支援湖区抗洪抢险；
大力争取国家支持，国家防总已紧急调拨
编织袋200万条、彩条布150万平方米支持
我省防汛救灾工作。省防指先后派出由成

员单位领导带队的43批次工作组，赴洞庭
湖沿线县市区等防汛一线检查指导，帮助
基层协调解决实际困难。暴雨洪水期间，省
防办、省应急厅坚持“一日一会商、早晚两
调度”，加强值班值守，加强形势研判，督促
和指导各地做好防范应对和抗灾救援工
作。

查险处险和避灾转移到位。洞庭湖水
位全面超警以来，省防指协调调度消防救
援、省军区、武警湖南总队和省级专业救援
队伍等各方力量，先后出动 1.6 万余人次，
同时地方每日有近 20 万干部群众奋战在
千里水线，紧急转移群众27.8万人次，果断
处置了 350 多处各类险情，让党旗高高飘
扬在防汛救灾一线。

救灾安置和恢复重建有序。省减灾委
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及时部署救灾救助和
灾后重建工作。根据灾情，省减灾委适时启
动自然灾害救助Ⅳ级应急响应2次、Ⅲ级应
急响应1次，先后派出20多个救灾组赶赴
一线指导，下拨和即将下拨救灾资金1.9亿
元，发放帐篷、毛巾被、折叠桌椅等救灾物
资 47185 件到重灾区，确保灾区生产生活
秩序尽早恢复。

当前防汛救灾形势仍然
严峻，全力以赴夺取全面胜利

受长江2号洪水影响，三峡水库入库洪
水峰高量大，洪峰流量达61000秒立米，入
库流量 60000 秒立米以上的时间长达 30
小时。由于三峡出库流量大，从四口河系分
入洞庭湖的流量达 10000 秒立米以上，对
洞庭湖形成上压下顶之势，将使洞庭湖维
持长时间高水位运行。长江干堤和洞庭湖
区还将在警戒水位以上高位持续，部分堤
垸将再次超过保证水位。洞庭湖超警已半
个多月，堤防出险几率不断增加，全省当前
防汛救灾形势十分复杂严峻。

“我们将全员动员、加压奋进，以再战
必胜、敢打必胜的信念，以连续作战的优良
作风，全力以赴打好防汛救灾攻坚战。”省
应急管理厅党组书记周赛保表示。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
指引，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对防汛救
灾工作再动员再部署。在省委、省政府的
领导下，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推
动各级各部门进一步压实防汛责任，把责
任落实到防抗救的各个环节，行政、技术、
巡查责任人到岗履责，党员干部冲锋陷
阵、挺身而出，在防汛救灾中充分发挥基
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

加强统筹协调，进一步推动防汛救灾
各项措施落实落细。在监测预警方面，继续
加强雨情、水情、工情及山洪与地质灾害、
城镇内涝的实时监测，做到重大灾害性预
警信息及时传送到村到户到人。在巡查防
守方面，继续动员组织力量重点开展巡堤、
巡库、巡塘、巡坡、巡矿、巡路、巡屋等巡查
工作，及时排查险情隐患，及时组织受威胁
群众转移。在险情处置方面，要充分做好应
急力量前置和处险装备、防汛物资前置，确
保一旦发生险情能用得上、打得赢。在工程
调度方面，精准精细调度水库、内湖等水工
程，在确保工程安全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水
工程防洪减灾基础作用。

及早谋划推动，全力组织和支持受灾
地区恢复生产生活。要织密防救链条，及时
下拨救灾资金，调运救灾物资，妥善安置好
受灾群众，确保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
喝、有安全住处、有病能得到及时医治。推
动有关地区抓紧组织开展基础设施水毁修
复、农业救灾补损、清淤消杀防疫等工作，
确保受灾地区尽快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特
别是要尽快启动因灾倒损房屋重建工作，
确保受灾群众春节入住、温暖过冬。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周月桂

防汛抗洪任务在前，省军
区、武警湖南总队、省消防救援
总队和专业救援队伍闻“汛”而
动，分别组织和调集力量积极
备战、参与抢险救援。

7 月 20 日，省应急管理厅
党组书记周赛保在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优化防汛应急救援队
伍的“排兵布阵”，是夺取抗洪
抢险胜利的关键要素之一。

科学调度专业力量、
综合力量和解放军
力量

“我们积极备战、优化力量
布局，确保抢险救援力量随时
能够‘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
周赛保介绍，目前，共有 806
名消防综合救援和武警部队
救援队伍力量前置岳阳、常德
和益阳 3 市的关键点段；有 2
个航空应急救援队和1架直升
机继续前置岳阳；交水建集团
工程灾害救援队等工程抢险
专业救援队伍，已投入 400 多
人参与益阳、岳阳的抢险救援
行动。

截至 7 月 20 日 8 时，解放
军、武警和民兵力量抗洪出动
4126人次，遂行任务70余次。

下一步，省防指将根据汛
情发展，进一步优化省级救援
力量配置。

专业力量上，省交水建集
团、中联重科、三一重工、中国
水电八局、中建五局、省建工集
团、山河智能等省级工程灾害
抢险和水上救援等8支专业力
量已备1000人和相关装备；矿
山、危化品等专业救援队伍也

“时刻待命”。
综合力量上，省消防救援

总队将根据需要，在保障日常
救火情况下，重点保障洞庭湖
区域防汛处险。

解放军、武警和民兵预备
役骨干力量，一如既往的是骨
干力量和坚强后盾。

省消防救援总队
“两个战场”双线作战

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部
署，我省消防救援总队除了在
省内全水域抗洪抢险外,还全
力驰援江西。省消防救援总队
总队长高宁宇说，总队是“两个
战场”双线作战。

截至 7 月 20 日 8 时，全省
消防救援队伍在省内抗洪抢险
共出动人员 21558 人次、车辆
及舟艇 42352 台次，共完成各
类抗洪抢险急难险重救援任务
206 起，营救疏散群众 2070
人，抢救财产价值 6549 万元，
保护财产价值1.91亿元。

增援江西的救援力量，主
要在九江市彭泽县、湖口县、庐
山市，上饶市鄱阳县开展救援。
累计出动 53 起，出动指战员
1391 人次，车辆 174 台次，舟
艇 353 趟 次 ，营 救 疏 散 群 众
425 人，服务受灾群众2999 人
次。

高宁宇介绍，省消防救援
总队在开展抢险救援行动时，
坚持全面布防与重点设防相结
合，前期按照每站“一舟一艇、
12 人”的作战编成实行“全员
前置、分点布防”；7 月汛情加
重后，加强“精准前置、重点设
防”。坚持省内救灾与跨省增援
相统筹、坚持抗洪抢险与地质
救援同部署、坚持抗洪抢险与
消防安全同步抓。

下一步，省消防救援总队
考虑到长时间降雨后，易引发
山江湖堤坝垮塌、山体滑坡、泥
石流等灾害，将分点调派地质
灾害搜救队到地质灾害风险较
高的地区前置，随时做好应急
救援准备。同时积极发挥装备
优势，协助灾区开展洗消工作，
防止灾后发生新疫情。

湖南日报7月20日讯（记者
黄利飞 周月桂）在今天省政府
新闻办召开的全省防汛抗灾
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省自然
资源厅地勘处处长谭译林介
绍，截至 7 月 19 日，全省共发
生地质灾害 564 起，因灾财产
损 失 1.28 亿 元 ，撤 离 群 众
31376 人；成功避险 39 起，涉
及986人。

目前，我省湘西南局部区
域有较强降雨过程，邵阳市隆
回县、洞口县、绥宁县、新宁县、
城步苗族自治县，怀化市溆浦
县、会同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
县、通道侗族自治县、洪江市、
洪江区和前期降雨集中持续的
湘西北地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
害风险较大。

“全力以赴做好地质灾害
防控、减少人员伤亡是当前自
然资源系统工作重中之重。”谭
译林说，下一阶段，全省自然资
源系统将继续以战时状态，做

好本轮降雨时期地质灾害防治
工作，具体做法包括加密监测
预警、加强调度值守，全面巡查
排查、果断撤离人员；加强协同
配合，做好督促指导等。

针对近期湘西北地区的强
降雨过程，省自然资源厅还专
门组成7个督导组，在湘西州、
张家界、常德、益阳和怀化分片
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督导工作；
自然资源部派驻我省的专家组
也正在防治一线开展督查指
导。

谭译林提醒，老百姓在强降
雨期间，要随时保持警惕，杜绝
侥幸心理，如果住在坡脚沟口等
危险区域，要多留心发灾的迹象
前兆，如井里、坡脚冒黄水，掉落
石块、土块，出现异响，地面、墙
壁出现裂缝等，要马上转移避
险。已经成功避让的群众，切不
可贪恋财物或归家心切贸然回
家，或自行清理灾害体，以免遇
上二次灾害引发悲剧。

打好洞庭湖区
防汛救灾持久战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周月桂

7月2日至20日，洞庭湖南咀水位超
警已持续18天。受长江来水和省内降雨
共同影响，洞庭湖水位 7 月 19 日开始复
涨，预计高洪水位将维持较长一段时间。

7月20日，在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
全省防汛抗灾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省水
利厅副厅长、省应急厅副厅长罗毅君介
绍，洞庭湖区已成为全省防汛救灾主战
场，打持久战的态势已然形成，全省各
级水利部门积极履职尽责，尽锐“出
战”，为全省防汛救灾提供强有力的技
术支撑。

科学调度，充分发挥工程
防洪减灾基础作用

科学调度水工程，充分发挥水工程
拦洪错峰削峰作用，是打好防汛救灾攻
坚战的基础。

面对我省新一轮暴雨过程，为最大
限度保障洞庭湖区防洪安全，连日来，省
水利厅全面科学精细调度五强溪、凤滩
水库减小下泄流量，江垭、皂市、柘溪水
库全部关闸，共同拦蓄上游洪水。据计
算，7月17日至24日，可减少入洞庭湖洪
量 26.8 亿立方米，相当于当前水位下的
洞庭湖涨1米水的洪量。

“下一步，我们将在全力守住工程安
全的底线下，把全省防洪置于长江流域
防洪全局，加强‘一江一湖四水’洪水管
控，密切与长江委会商研判，协同三峡等
长江上游水库群与我省四水防洪工程的
联合调度，最大限度发挥水工程基础性
防灾减灾作用。”罗毅君说。

精准及时监测预警，为防洪
攻坚提供有力支撑

7月13日，省水利厅根据气象预报、
结合当前汛情，提前7天预测出洞庭湖水
位将复涨；

7月21日左右，城陵矶可能再次出现
超保证水位洪水；

……
这些精准的监测预警信息，为洞庭

湖区防洪攻坚战提供了有力的“情报”支
撑。

罗毅君表示，随着高洪水位持续，后
期各类险情可能随时出现。下一步，省水
利厅将加强值班值守、加密监视雨水工
情，滚动分析研判，指导洞庭湖区堤防巡
查、排涝泵站调度、蓄滞洪区运用和预置
抢险队伍物资，争取更多主动。各级水利
部门工作人员也将继续毫不松懈地抓好
各个堤段的巡堤、查险、处险、守险技术
支撑工作，坚决守住洞庭湖区防洪安全
的生命线。

据了解，6月28日以来，省水利厅先
后派出22批次专家组和工作组，市县水
利部门累计派出1453 批次6123 人次，
为巡堤查险、应急处险做好参谋服务和
技术支撑，共指导地方及时处置各类堤
防险情376处。目前，全省水利工程运行
平稳，安全状况整体可控。

湖南成功迎战暴雨高洪
当前防汛救灾形势仍然严峻，全力

以赴打好防汛救灾攻坚战

防汛应急救援队伍
如何“排兵布阵”

拉网式巡查 清单式管理

全力以赴防控地质灾害

尽锐“出战”，夺取防汛救灾全面胜利
——我省发布今年前段防汛救灾工作情况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黄利飞

当前，长江已形成2号洪峰，洞庭湖区
防洪形势十分紧张，今年汛期降水有何特
点？下一阶段天气趋势如何？为应对今年汛
期持续性强降雨，气象部门采取了哪些措
施？7月20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省气象
局副局长胡爱军对此作了详细解答。

汛期降水总体偏多，时空
分布极为不均，多个县市累计雨量
破极值

“今年我省汛期降水第一大特点是,降水总
体偏多，但时空分布极为不均。”胡爱军介绍，4
月降水异常偏少，5月偏少，主汛期雨水集中、
过程频繁、累计雨量大，5月29日以来我省共
出现10次强降雨过程，截至7月19日全省平
均雨量439.9毫米，较常年偏多34.2%。

与此同时，降水北多南少，强降雨主要
集中在湘中以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张家界、常德、岳阳、长沙、娄底、益阳北部、
株洲北部、怀化中北部平均雨量 611.2 毫
米，较常年偏多77.3%，居1961年以来历史
同期第1位。

此外，降水极端性强、短时强度大，雨
水集中期以来 52 天中有 39 天出现 100 毫
米以上大暴雨，累计 1580 站次，15 天出现
20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累计48站次，最大
日雨量292毫米。慈利、石门、南县、安乡、冷
水江、涟源、娄底、隆回、湘乡9个县市52天
累计雨量突破同期历史纪录。

21 日至 25 日的晴热天气
对当前防汛形势有利，但需注意
长江上游来水对洞庭湖区防汛
的影响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20日晚上
降雨强度减弱、范围缩小，湘西局地有中到大
雨，过程趋于结束；21日至25日省内大部分
地区将出现一段晴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将
达35至37摄氏度，湘西北有阵性降雨；26日
前后湘西北、湘北还将有一次降雨过程。

根据与中央气象台的会商结论，预计
未来一周，长江中上游部分地区仍有强降
雨。21日四川东部、重庆北部部分地区暴雨
到大暴雨；22 日至 23 日四川东部局地暴
雨；24 日至 25 日四川东部降雨加强，部分
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26日强降雨区东移，
贵州、重庆局地暴雨。

胡爱军分析，从我省的降雨情况看，21日
至25日我省大部分地区晴热天气对当前的
防汛形势是有利的，但是长江中上游部分地
区仍有强降雨，要注意长江上游来水对洞庭
湖区防汛的影响。截至7月19日，湘东南地区
气象干旱已持续31天，未来一周内，湘东南仍
为高温少雨天气，要关注旱情发展。

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汛情变化，
牢牢筑起防汛救灾第一道防线

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我省气象部门
及时启动暴雨应急响应，密切监视雨情、水
情、汛情变化，强化上下联动左右联防，牢

牢筑起防汛救灾第一道防线。
胡爱军介绍，为做好今年的汛期气象

服务，气象部门重点在五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压紧压实责任。省气象局汛期实

行领导带班、行政业务双岗24小时值班，省
市县加密天气会商，首席专家每天全部到
岗到位开展重要天气研判，各级气象部门
主要负责人靠前指挥，及时启动应急响应，
今年汛期应急响应39天。

二是强化科技支撑。我省构建了0到3
小时短时临近、1 到 3 天短期、4 到 10 天中
期、11到20天延伸期无缝隙的预报服务体
系。聚焦预报精准，开展技术攻关，推动智
能网格预报技术实现突破，3天以内的预报
产品分辨率达到 3 小时 5 公里。0 到 3 小时
短时临近预警在山洪地质灾害防御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联合水文、自然资源部门开展
了降雨网格预报与洪水预报耦合技术和地
质灾害风险潜势预报技术攻关。

三是提前准确预报。5月29日以来，气象
部门平均提前4天对每次过程开始时间、强
度、落区和演变趋势作出了准确预报，并加密
滚动订正，及时向省委省政府和省防指提供
决策气象信息，为防汛抗灾赢得了主动权。

四是强化联合会商研判。坚持与省防指
“每日一会商、一天两调度”；同时加强与水
利、自然资源等部门的联合会商研判，与省水
利厅联合会商37次、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
预警31期，与省自然资源厅联合会商57次、
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48期。

五是精准发布预警信息。今年全面梳
理更新省市县乡村五级防汛责任人10.8万
名。汛期以来通过突发事件预警信息系统
发布气象灾害预警信息 8438 批次 1293.3
万人次。联合省移动公司开展基于大数据
的预警信息靶向发布，实现公众用户进入
高风险区域自动接收红色预警信息。

39天出现大暴雨
——气象部门解读汛期降水

昼夜奋战
处置险情

7月20日凌晨4时许，华容县梅田湖镇永固垸西线防洪大堤友谊村段出现堤身漏洞险情。该县人武部
民兵抢险队和梅田湖镇机动抢险队70多人立即赶赴现场全力抢险，岳阳武警支队火速增援。早晨8时
许，成功控制险情。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寻树文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