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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省国土资源厅7月2日统计，
自6月23日以来， 我省经历超强降
雨过程，共引发各类地质灾害1671
起，造成较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7月2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杜家毫在省防指会商会上明
确指示，“要充分利用降雨间歇期，
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工作。 要以
省国土资源部门为主， 调动地质灾
害防治的所有资源， 进一步做好地
质灾害的排查。”

7月3日上午， 省国土资源厅由
厅领导带队，联合专家组成7个督导
组，赴14个市州开展地质灾害防治
督查指导。

88个县市区的221处
地质灾害隐患点需重点防
范,切坡建房隐患大

“地质灾害防治形势极其严峻，
必须时刻绷紧地质灾害防治这根
弦。”省国土资源厅厅长方先知说。

形势为何严峻？首先是天气原因。
今年6月以来， 全省平均降雨量已达
397.4毫米，超过1954年以来同期降雨
量极值。目前我省大部分地区降雨暂
停，但长时间强降雨导致土壤含水率
接近饱和。同时，据气象部门预报，7月
5日至6日湘西北部分地区仍有暴雨，
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雨大风等
强对流天气。叠加地质灾害滞后性特
点，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发生重大地
质灾害的可能性仍然很大。

其次，与我省地质条件有关，地
质灾害隐患点多面广。截至2016年
底，全省共查明滑坡、崩塌、泥石流、
地面塌陷等各类地质灾害隐患点
20176处， 威胁人口128.4万、 财产

262.6亿元。据今年汛前排查，需重
点防范的221处重要地质灾害隐患
点（其中险情特大型3处、 大型13
处）分布在全省88个县市区。

据介绍， 此次省国土资源厅赴
市州督查指导，主要做5件事：采取
现场察看、走访百姓、听取汇报、查
阅资料等方式，检查市县两级政府、
相关部门、 群测群防员等汛期值班
值守、信息反馈情况；了解各级地质
灾害值班室的建设情况、 应急装备
使用情况等； 检查已实施和正在实
施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情况；检
查重点区域、 重点地段的地质灾害
防治情况； 指导地方政府和国土部
门开展排查处险、科学应急处险等。

“有的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植被
茂盛，隐蔽性强，很难发现。”省地质
环境监测总站站长李贵仁介绍，高
陡边坡、沟口地段、中小学校、在建
工程、 临山建房小区等人口聚居区
周边和旅游景区、 山区深度切坡修
路路段等，都是排查重点。

李贵仁介绍， 我省山地丘陵区
居民切坡建房形成灾害隐患相当普
遍， 历年降雨引发地质灾害造成人
员伤亡事件绝大多数与之相关，各
地应采取有效措施重点防范。

全省地质灾害监测预
警应急响应升至Ⅱ级，发
现险情果断转移

7月2日，省国土资源厅启动全
省地质灾害监测预警Ⅱ级响应和宁
乡市地质灾害应急Ⅱ级响应， 并发
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盯紧看牢，加
强排查巡查， 一旦出现地质灾害险
情，要坚决、及时、果断地转移所有
受威胁人员。 尤其要抓好切坡建房
可能引发地质灾害的防范， 组织乡
镇村干部、 党员骨干和地质灾害防

治技术支撑单位， 指导村民开展排
查巡查，发现险情，提前撤离。

排查发现的地质灾害隐患，要
及时报告当地政府和国土资源主管
部门。 当地政府在接到信息报告后
要根据灾险等级， 及时启动应急预
案，组织人员撤离并划定危险区域，
设置警戒线，安排专人值守，开展应
急监测，禁止无关人员进入，坚决杜
绝已撤离群众擅自返回危险区，尤
其要防止盲目施救造成事故扩大。

按照“有灾报灾、有险报险、无
事报平安”的要求，严格落实信息日
报制度。县市区要将前一日12时至
当日12时的灾险情信息及时报市
州国土资源局，市州要于当日14时
前报省地质灾害应急中心。 重大灾
情险情要第一时间立即报送。

据悉，6月22日到7月2日8时，
省国土资源厅共收到1188起灾情
反馈，紧急转移1.63万余人，成功预
报40起， 避免人员伤亡1503人，避
免经济损失1.45亿余元。

应对地质灾害：发生前
有迹可循， 可采用简易方
法进行测量、判断

这段时间， 微信群里有各种转
发的地质灾害视频。视频显示，人们
往往在灾害面前缺乏警惕性， 而导
致不幸发生。

其实，泥石流、滑坡、崩塌等地
质灾害的发生，一般都有迹可循。

“沟谷下游洪水突然断流或水
量突然减少， 并夹有较多柴草、树
枝，流水非常浑浊；沟谷深
处突然变得昏暗， 并伴有
巨大轰鸣声或震动感等，
这都是泥石流发生的前
兆。”省地质灾害防治学会
秘书长赵世华说。

6月下旬，新化县温塘镇村民就发
现了地下水断流、 狗吠不止等异常情
况，并引起当地重视。6月25日，镇机关
人员在焕新村巡查时， 发现五组科家
岭地段出现山体裂缝迹象， 之后及时
上报险情，拉响地质灾害警报，紧急撤
离所有群众。最终，这场山体滑坡地质
灾害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赵世华介绍， 借助一些简单的
测量工具、仪器装置和量测方法，监
测灾害体、房屋或构筑物变形、位移
变化，可以判断出临灾前兆。如在斜
坡上横跨裂缝两侧埋桩， 用钢卷尺
测量桩之间的距离； 在建筑物裂缝
两侧各钉一颗钉子， 测量两侧两颗
钉子之间的距离变化； 在建筑物细
小裂缝处粘贴纸片， 看看纸片是否
被拉断等， 都可以判断滑坡是否变
形滑动，从而严加防范。

如果地质灾害已经发生， 如何
紧急应对？

如果已经身在滑坡区， 不要沿
滑坡体滑动方向跑，应向崩塌、滑坡
体两侧跑；如果滑坡快速滑动，跑已
来不及时，应抱住大树等物。

而遭遇泥石流时， 则千万不能
上树躲避， 因为泥石流不同于一般
洪水， 其流动中可能剪断树木卷入
泥石流。赵世华建议，大雨后、连续
阴雨不要在山谷中停留。 当遇泥石
流时，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应向
两侧山坡上跑， 离开沟道、 河谷地
带；但注意不要在土质松软、土体不
稳定的斜坡停留， 以防斜坡失稳下
滑， 应选择远离泥石流经过地段停
留避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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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降雨影响之下，市民的“菜
篮子” 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供应情况
如何？如何保障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7月3日，记者采访了商务部门、
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连锁超市等。商
务部门千方百计保市场供应， 维护
市场秩序；批发市场、连锁超市积极
配合，调运蔬菜等物资，平抑物价。
目前省内居民生活必需品储备丰
富，市场供应充足，价格较为稳定，
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要。

各市州生活必需品
供应充足价格较稳定

“目前各市州生活必需品供应
充足，价格波动不大，部分县市区出
现蔬菜供应紧张情况， 当地政府正
在积极采取措施保供，此外，各市区
抗洪救灾用的物资也进行了充足的
储备。”7月3日，正在桃江、宁乡等
地调查市场供应情况的省商务厅厅
长徐湘平接受了记者的电话采访。

徐湘平表示，各级商务部门将
千方百计保市场供应，切实维护市
场秩序，稳定物价；重点关注因灾
致贫的农贸市场特困商户，给予适

当救助；同时将扶持已开展电商业
务的受灾蔬菜基地进行灾后生产
自救。

据了解，6月25日，省商务厅发
出了关于应对当前汛期做好生活必
需品市场供应保障工作的紧急通
知。自当日起，各市州启动了生活必
需品市场监测日报制度， 每日下午
4时前报送当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价
格和供应情况，加强对粮、油、肉、
蛋、菜、奶等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
各级商务部门组织农副产品批发市
场、调运大户、连锁超市企业等积极
落实货源，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正在涟源市调查市场供应情
况的省商务厅副厅长肖彬介绍，目
前全省除辰溪、安化、桃江等受灾
严重的县市区供应紧张外，其他地
区均货源充足， 价格波动不大。全
省34家肉类和糖定点企业按预案
储备充分，将根据灾情需要，适时
投放省、市各级储备商品，成品油
储量也可以保证未来17至20天内
的全省销售。

山东、海南、河北、江西、
广西等地蔬菜进场平抑菜价

“市场调运的外地蔬菜已经大

量入场， 补充本地蔬菜的空档，目
前蔬菜货源充足，预计未来蔬菜均
价平稳。”7月3日，长沙马王堆农产
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
任姜思同介绍，当天，长沙黄兴海
吉星国际农产品物流园蔬菜日交
易量944万公斤， 均价为每公斤
2.81元，与前一天（7月2日）相比，
日交易量增长了163公斤， 同时均
价降低了0.43元。

每年6月， 是本地菜上市的旺
季， 长望浏宁提供了海吉星大部分
菜源，但近期受洪涝影响，本地蔬菜
供应不足， 导致上周蔬菜均价小幅
上涨，7月1日至2日，叶类菜如蕹菜、
生菜等单品价格上涨较多，萝卜、芽
白、包菜等价格较为稳定。市场方充
分调运异地蔬菜，3日，来自山东、海
南、河北、江西、广西等地的蔬菜顺
利进场交易，菜价也应声而落。

姜思同表示， 市场方将着力保
障供给、平抑物价，动员经营户不要
随便涨价， 并给经营户一些优惠举
措，保证市民“菜篮子”供给。目前蔬
菜均价每公斤2.8元左右在可控范
围之内。通过补充异地蔬菜，未来蔬
菜均价预计每公斤在2.2元至2.4元
的水平线上浮动。此外，市场方大力
保障食品安全，加强对蔬菜的监测，

在保障“菜篮子”供给的同时也保证
蔬菜品质。

零售龙头企业
不囤货、不涨价、保供应

“不囤货、不涨价、保供应。”步步
高集团总裁陈志强表示， 当下需求量
较大的主要是民生商品，包括矿泉水、
泡面、饼干、大米、蔬菜、食用油等，商
品采购和供应商正在积极准备物资，
确保货源充足，力保物价平稳。

作为我省零售龙头企业，步步高
在全省有近200多家门店。 在获悉强
降雨天气信息后，步步高集团提前与
云南、 广州基地进行叶类菜对接，并
从山东、江苏等地紧急调入瓜果类蔬
菜，此外，从岳阳等地调运耐储存的
蔬菜如南瓜、冬瓜等，提前在仓库储
备，还有大蒜子、老姜等驱寒解毒的
蔬菜，都提前备好5天货源。

陈志强表示， 部分蔬菜价格成
本上涨， 但步步高为保证物价平稳
降低利润销售， 如本地辣椒进价已
经涨到每公斤4元，但步步高仍然按
照1.98元每公斤销售。

目前步步高超市门店每天备蔬
菜约3000吨，步步高的米、面、油等
生活必需品的销售供应及价格等方
面没有较大波动，物资储备充足，即
使不进货， 也可以保证3天的供应
量，步步高物流配送中心能保证1个
月的物资供应。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我省多地发生地质灾害。7月2日，全省地质灾害监测
预警应急响应由Ⅲ级提升至Ⅱ级———

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为何如此严峻

洪水来袭，菜价为何如此平稳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蒋丹 王玉胡）今天，湘北大部
分地区阳光露脸，湘东、湘南雨水减弱。
气象部门表示，晴好天气总体有利于防
汛救灾，提醒注意防暑防晒。此外，受降
雨影响，湘中、湘南局地发生突发性地
质灾害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

今天雨势进一步减弱， 降雨主要
集中在湘东、 湘东南一带。 雨水减弱
后，气温也开始回升。气象专家表示，9
日前，最高气温普遍维持在32至33摄
氏度，10日受副高东撤影响， 湘西北
有降水，但强度不强，气温稍有下降。

晴好天气有利防汛救灾，但气温升高
也需注意防暑降温，做好灾后防疫工
作。

省气象台预计，4日湘东北、湘西
南局部有大雨，其他地区阵雨；5日至
6日湘西北局部大雨， 其他地区多云
有分散性阵雨。气象专家提醒，公众
需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
加强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滑坡、崩
塌等地质灾害，继续防御湘江、资水、
沅水、 洞庭湖区发生的流域性洪涝，
同时关注山塘、水库、尾矿库的防汛
安全，做好防汛调度。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邓晶
琎 通讯员 刘伟）广铁集团今日发布，
受湖南、 贵州强降雨影响， 截至7月3
日， 广铁管内共有50余趟列车停运。
汛期以来，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输安全，
万余名铁路干部职工全力抢修水害线
路。

汛期以来，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
境内沪昆、焦柳、益湛、湘桂等多条铁
路20多处地段不同程度发生山体溜
坍、水漫道床、泥石堵塞等水害，危及
铁路行车安全。

铁路部门采取列车停运、限速、迂
回运行等措施， 并第一时间加派人员

力量清除水害。据广铁集团防洪办副
主任何赤忠介绍，广铁集团已派出万
余名干部职工，日夜轮流倒班坚守在
防洪一线布防抢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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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如需了解具
体停运、迂回运行列车车次，请实时
关注车站和12306网站公告。 旅客在
30天内（含当天）可免费办理停运车
次全额退票手续。请勿在列车停运当
天集中前往火车站办理退票。

雨势减弱有利救灾
注意防暑防疫，仍需防范突发性地质灾害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员 李湘华）我省保险业快速应对
暴雨灾害。据湖南保监局初步统计，截
至7月3日12时，全省因暴雨灾害损失
保险报案3.26万余件， 初步估损金额
8.29亿余元。其中，车险6645件，估损2
亿多元； 非车险2759件， 估损2.29亿
元；农业保险2.3万余件，估损3.93亿
元； 人身保险36件， 预估保险赔款
266.95万元。

暴雨灾害发生后， 湖南保监局紧
急启动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响应， 组织
辖内保险机构立即排查受灾受损情
况，评估灾害影响；指导全省保险业对
受灾地区建立应急保障机制， 开通理
赔绿色通道， 切实做好暴雨灾害保险
理赔服务。

据了解， 因暴雨灾害引发的财产
损失主要集中在企业设备、 民房、车
辆、农田等领域。其中，车辆因暴雨受

损报案不少。 如自6月23日至7月3日
15时，太平洋产险湖南分公司受理水
淹车报案649件。

该公司要求长沙、岳阳、衡阳、怀
化等受灾严重的机构理赔中心设立
水淹车理赔小组， 开设水淹车理赔绿
色通道，做到小案快处、中案直赔和大
案快拍，加快赔付速度。

平安产险湖南分公司针对本次
暴雨灾害， 成立了重大灾害应急指挥
小组。

车险方面， 通过专门的数据小组
动态刷新水淹车辆数据，并追踪案件
进度直到结案，如岳阳机构水淹车辆
预计结案率可达七成； 财产险方面，
长沙和重点受灾机构优化派工，向总
部申请单证减免、预赔规则、快赔绿
色通道；农业保险方面，配合政府部
门进行受灾农户情况排查，主动提供
理赔服务。

全省暴雨灾害损失保险报案3万余件
开通理赔绿色通道，初步估损逾8.29亿元

奋战在全省抗洪救灾一线的新闻工作者：
你们辛苦了!
今年6月以来，我省连续遭受强降

雨袭击，强度大、持续久、范围广、灾情
重。汛情就是命令，灾情牵动人心。我
省各新闻媒体牢记职责使命， 始终心
系大局、服务大局，积极投入到抗洪救
灾报道中， 紧紧围绕防汛中心工作开
展报道，传达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报
道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稳定人心
预期。汛情在哪里、记者就在哪里，抗
洪战场在哪里、记者就在哪里，受灾群
众在哪里、记者就在哪里。

在这场抗击洪灾的战役中，你们
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积极报道
各级各部门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
一位的理念与决策，积极报道抗洪一
线的感人事迹，凝聚人心、鼓舞士气，

为动员广大干部群众做好抗洪救灾
工作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你们用手
中的笔和镜头， 汇聚了万众一心、众
志成城的强大正能量，弘扬了伟大的
抗洪精神，彰显了新闻工作者的责任
担当。

当前，我省抗洪救灾形势依旧十
分严峻 ，希望你们不忘初心 ，继续前
进 ，发扬不畏艰难 ，忘我奉献的优良
传统和崇高职业精神，全力做好抗洪
救灾新闻报道。

我们坚信 ，在省委 、省政府的坚
强领导下，在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共
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打赢这场抗击
洪灾的硬仗 ， 守护好我们共同的家
园 !

湖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
2017年7月2日

致奋战在全省抗洪救灾一线
新闻工作者的慰问信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邓晶
琎 通讯员 夏坚） 记者今日从省道路
运输管理局了解到， 运管部门已组建
防汛应急保障专业车队1403台，确保
重要物资运输和旅客出行通畅。

应急车辆中，货运车辆692台、客
运车辆711台。目前，运管部门已组织
运输企业提前对应急车辆进行检修，
确保车况完好、等级达到二级以上，确
保召之即来。

龙骧集团介绍， 龙骧旅游公司已
派出4台51座大巴前往长沙市沿江大
道驰援； 望城燕坡汽车站派出了4台

49座大巴前往乌山镇驰援。
记者从长沙主要汽车站获悉，受

交通阻断影响，部分车站的部分客运
班次停开。

湘江新区综合交通枢纽：长沙至
宁乡沩山、安化新桥、宁乡龙田班线
因路途塌方停开；长沙汽车东站：7月
4日至5日，10时10分从长沙汽车东站
至邵阳的班次停开； 望城汽车站：往
长沙武广高铁站方向班次停开。

运管部门提醒旅客，已购买停运
车次车票的旅客可在车站免费全额
退票。

全省1403台客货车驰援保畅
长沙部分汽车站班次停开，旅客可免费退票

沪昆、焦柳、益湛、湘桂铁路发生不同程度水害
万余名铁路干部职工抢修铁路

左图：7月3日下午，武警战士在洪水中用沙袋封
堵管涌。当天，长沙市望城区乌山镇团山湖八曲河大
堤突发10多处管涌险情，武警长沙市支队紧急抢险。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邓慧 摄影报道

上图：7月3日傍晚，10多名热心群众来到湘阴
县防洪一线，将精心制作的绿豆粥送到了武警战士
手中。 叶旭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