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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容县枕长江，滨洞庭，是东洞
庭湖区防汛抢险任务最重的地区之
一。

今夏洪水来袭，华容县针对防汛
抗灾的痛点难点，拿实招、出新招，编
印防汛抢险小册子，使用无人机巡堤
查险，车船代仓，有力地撑起了防洪
度汛的“安全伞”。

防汛抢险“有书可对”
26 岁的许杨，今年是头一次参

加防汛抢险。
什么是汛限、设防、警戒、保证水

位？涵闸、堤坝、泵站在哪里？防洪险
段地带在哪里？哪些防洪抗灾方法最
实用？防洪巡查怎样观测水位、水温、
水面、水体颜色？

……
对这些防汛的“基本知识”，许杨

成竹在胸，完全没有新手上堤的生
涩。

“我有一册防汛抢险‘葵花宝典’。”
许杨笑嘻嘻地递给记者一本《防汛知
识有问必答 》。

“防汛，是技术活，也是经验活，
现在有不少年轻人虽走上了防洪抢
险一线，但他们还不太熟悉防汛抢险
的‘套路’，一旦出现险情，难免手足
无措。”华容县三封寺镇党委书记张
哲君介绍，对此，三封寺镇将防汛抢
险中常见的 12 个问题解答汇总，编
印成一本小册子，7 月初发到全镇参
与防汛抢险干群的手中，让大家全面
了解防洪抗灾知识，增强防汛抢险能
力。

“你看，手册涵盖了守剅查险、渗
水险情、险工险段防守、开挖导浸沟、
报告险情等所有防汛中常见问题。”
张哲君翻开随身携带的小册子告诉
记者，这本小册子内容贴切、生动具

体、通俗易懂，特别对于初次参加防
汛抢险的“新手”非常实用。

防守涵闸的罗正环，是多年防汛
抢险的“老把式”，今年他负责带队防
守三封寺镇运河大闸涵闸。每一次带
队巡查后，他都要求队员拿出小册子
与现场情况对照，通过反复学习，持
续强化对技术要点的把握，“现在，所
有防守人员基本上掌握了巡查的要
点，查险过程中做到不漏项、不错
项。”

用无人机巡堤查险
“无人机准备升空！”7月16日晚

9时许，一声令下，华容县治河渡镇的
多台无人机，搭载视频、红外夜视、激
光雷达、多光谱相机、照明等设备，携
带监控及任务载荷模块起飞，灵活地
在华容河流域上方及周边穿梭。

“一营险工险段有一处疑似滑坡
点，请立即前来处理。”巡查人员通过
无人机拍摄画面发现异常，立即上报
镇防指。专业人员火速前往排除险
情。

华容县防汛大堤总长 455公里，
其中一线防洪堤 323公里、重点间堤
131公里，大堤涵闸224座，全县还有
中小型水库若干。在如此长的防汛战
线上，如何防止出现巡查死角，是华
容县防汛抗灾的难点。

“我们向科技借‘巧劲’！”华容县
治河渡镇党委书记谢绍峰介绍，该镇
在此次防洪抗灾中在全省率先启用
无人机、监控摄像头、防汛抗洪堤防
等级分析布局图等防汛“好帮手”，对
水域进行全面观测，排除人工巡查盲
点，实现巡查无死角；对穿堤涵闸实
施 24 小时实时监控，随时掌握水情
变化，及时制定应对预案，防洪抗灾
效率和效果大大提升。

实际上，早在汛情发生前，华容
县已经完成了总投资 658 万元的农
村基层防汛预报预警体系建设，建成

自动化水文气象监测站 67 个，相关
监测数据、视频图像可通过省云平台
和湘汛通 APP 实时查询，乡镇全面
实现视频会商、实时共享雨情汛情信
息。今年汛情发生后，全县防洪抗灾
指挥调度信息化水平有了显著提升。

“车船代仓”抢险争分夺秒
7 月 16 日，汛情稍缓，但华容县

防汛抗灾依然不敢有丝毫懈怠。记者
在华容河潘华大桥西侧大堤上看到，
20 辆货车排成一排，车上装满砂卵
石；在长江、洞庭湖、藕池河、华容河，
还有 19 艘货船，装载近 4 万吨砂卵
石，严阵以待。

今年汛情发生后，面对严峻的防
洪形势，华容县采取“以船代仓”“以
车代仓”方式，将以往定点储存的防
汛物资，直接装船上车，部署到险情
易发区或重要防洪工程周边，随时待
命，争分夺秒保障防汛物资供给。

华容县域河流沟渠水网交错、水
库湖泊众多，有 1 万亩以上圩垸 11
个，一线防洪大堤占全省总长的十分
之一，全县防洪面广战线长。“抢险刻
不容缓，砂卵石等防汛物资调运到位
的速度，往往是决定抢险成败的关
键。”华容县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
主任肖建华介绍，“车船代仓”克服了
以往因运输环节多、线路长、路况差
导致防汛物资调运不及时的不足。

作为防洪抗灾“老师傅”，华容县
水利局副局长陈广军深切认识到“车
船代仓”的快速高效。陈广军介绍，以
200吨防洪物资为例，以前从定点仓
库运送到防洪大堤各处，路途周转常
常需要花费半天、甚至一天时间，“现
在‘车船代仓’，大多数情况下，不到
一个小时就可到位。”

从7月4日华容县启动防汛Ⅲ级
应急响应之后，“车船代仓”为全县各
处防洪薄弱堤防和险工险段成功防
洪抢险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孙振华

防汛任务艰巨的华容县，今年防
汛抗灾中新招迭出。针对年轻人不熟
悉防汛抢险“套路”，人手一册《防汛知
识有问必答 》；利用无人机、视频监控
巡堤查险；以车代仓、以船代仓，抢险
物资迅速到位。这些做法，令人眼睛一
亮，值得在防汛抢险中大力推介。

防汛抗灾，年轻的“生手”由经验
丰富的“老师傅”传帮带很有必要。但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将防汛抢险的
知识要点编印成册，让年轻人在防汛

抢险中“有书可对”，“按图索骥”查险
处险，理论实践几经碰撞，防汛抗灾
的“新手”可迅速成长为行家里手。

巡堤查险，尽管仍然离不开人，但
随着5G时代来临，人工智能、大数据
等信息技术在防汛抗灾中可大展拳
脚，既能提高查险处险效率，也可减轻
劳动强度。科技防汛、智慧抗灾，应该
成为今后防汛抗灾中的普遍图景。

防汛抢险，分秒必争。车船代仓
储备抢险物资，闻“险”即达，可减少
防汛物资运输的中间环节以及长距
离运输的延误，为防汛抢险赢得宝贵

时间。
传统的经验做法固然非常重要，

但随着时代进步、科技发展，防汛抗
灾也要与时俱进。防汛抗灾要“苦
干”，也要“巧干”。这里的“苦干”，是
扎实的作风、辛勤的付出；这里的“巧
干”，不是投机取巧的“巧”，而是聪
明、智慧之“巧”。随着农村越来越多
年轻人进城，今后能投入防汛抗灾的
年轻劳动力会愈来愈少。防汛抢险，
寄希望于人海战术已不太现实，但需
要守护的堤垸依然如故。这就需要创
新求变，扬长避短，积极推动科技抗
灾、智慧防灾。为了家园安澜，防汛抗
灾新招数、好点子越多越好，应不断
充实“巧干”的内涵。

防汛要“苦干”，也要“巧干”

华容今夏编印防汛小册子，使用无人机巡堤查险，“车船代仓”，
有力撑起了防洪度汛“安全伞”——

防汛抗灾新招迭出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马如兰 周磊
通讯员 彭鑫林 龚远来

风如拔山怒，雨如决
河倾！7月11日17时，岳阳
市 启 动 防 汛Ⅱ级 应 急 响
应，防汛进入战时状态。

“一名党员一面旗。岳
阳全市 5167 个基层党组
织、11.4万名党员闻“汛”而
动。他们身后是滔滔长江、
浩浩洞庭，他们守堤护坝，
他们汗湿衣衫，他们无怨无
悔，在防汛抗灾一线用忠诚
擎起鲜红的党旗，在千里大
堤上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
使命。

沧海横流显本色
“ 人 民 至 上 ，生 命 至

上。”岳阳市委、市政府把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
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当作抓好防汛抗灾工作的
基本“定盘星”。

“各级各部门必须拿
出全力以赴的斗争精神，
抓紧抓实抓细防汛各项工
作，以最大努力争取最好
结果！”岳阳市委书记、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一鸥深
入一线督导，密集调度部
署。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爱
武深入汨罗市、屈原管理区等地察看
汛情，指导防汛。

7 月 9 日，市委组织部下发《关于
在防汛抗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
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的通知》，吹响了全市各级党组织
和党员以战时状态、战时标准、战时作
风迅速投入防汛抗灾工作的冲锋号。

初心使命，堤上检验。巴陵大地，
江湖大堤、山塘水库、地质灾害点等关
键地段、险要位置，543个临时党支部、
2557个党员示范岗、1189支党员先锋
队、3567个党员责任区,遍布防汛一线,
大家风雨同舟，同心协力，为防汛抗灾
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只要党员挺身而出，战斗堡垒就会
巍然矗立。岳阳县中洲乡 11 个村（社
区）党组织、140余名党员迅速集结，将
党支部“搬”到大堤上，党员干部带班，
党员带头巡查；湘阴县静河镇 10 支党
员志愿服务队，24小时轮班值守，对低
洼地段、水库进行重点巡查；长江大堤
临湘段，每1公里驻扎1个临时党支部、
1名技术人员、1本防汛知识手册、1顶
帐篷、1面党旗、1块责任牌、1本值守工
作台账，推行“七个一”机制，成立了36
个临时党支部，560名市直机关党员干
部值班值守……

平时是细胞，铸就党组织生命力；
战时是旗帜，赋予党组织战斗力。为了
广泛告知群众防汛抗灾预防和紧急避
险措施，平江县村（社区）党组织利用
微信群、村村响广播滚动发布预警信
息；云溪区陆城镇第一时间成立党员
突击队，1000 余名党员全部上堤，一
天时间完成清基扫障1.5万米，开挖沥
水沟400米。

为谁辛苦为谁甜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哪里最

危险，哪里就有党员干部。
7 月 8 日清晨，岳阳楼区内涝严

重，多个小区被淹。该区 40多个街道、
社区党组织动员3000余名党员，转移
被困群众 4 万余人，抢救车辆 300 余
辆，挽回直接经济损失1000余万元。

“大家赶快撤离，财物我们来帮忙转
移！”金鹗山街道螺丝港社区党员仇凡第
一时间赶到现场，协助转移被困群众和
车辆。没有救援条件，她就只身蹚过齐腰
深的污水，将一位年迈的老人背出小区。

她说：“只要还有一名群众没
有撤离，我就不撤。”

“涂书记，您已经干了
一晚，让我们去吧。”“不
行，我是社区书记，对群众
的情况最熟悉，必须把他
们转移到安全区域。”面对
同事的关心，南湖新区龙
山管理处黄梅港社区党支
部 书 记 涂 志 国 坚 定 地 回
答。尽管十分疲惫，涂志国
还不忘叮嘱队友：“注意老
人和孩子，多喊几次，确保
群众都安全转移！”

党员，把组织保障落
实在一线。7月13日13时，
华容县团洲乡五营大堤距
堤脚185米处发生险情，电
排渠正“咕咚咕咚”冒泡鼓
水。乡党委书记卢进文迅
速组织 60 名党员赶到现
场，果断采用钢管抱围粗
沙石反滤的方法，在2小时
内成功处置了险情，避免
了可能出现的管涌。

党员，把带头作用体
现在一线。汨罗市川山坪
镇 水 利 工 作 站 党 员 戴 凯
军，已在水利战线奋斗了
40 余年，今年仍坚持 24小
时吃住在防汛一线，让多
年的宝贵经验在堤上发光
发热；三江镇花桥村隘口
片突降暴雨，洪水倒灌，10

多户村民住房受灾,水退后，村党总支
书记冯海斌带领党员挨家挨户帮助清
扫淤泥、打扫卫生、全面消毒。

愿得此身长报国
只有从风雨中走过，才能在风暴

中挺立。全市党员充分发挥顶梁柱、主
力军和排头兵作用，在防汛抗灾一线
亮身份、作承诺、当先锋。

7月16日9时30分，湘阴县文星街
道石牛垸“1+900”段堤脚发生管涌，翻
砂鼓水严重。石牛社区党总支书记阚豹
在 15 分钟内组织 30 名党员技术骨干
赶赴现场，和文星街道 20 多名应急抢
险队员合力铲砂、装砂、灌袋、运送。奋
战 4 个多小时，耗用砂石 150 余吨、彩
条布 60多米、编织袋 2000余个，成功
处置险情。

屈原管理区凤凰乡党员胡进，做
完甲状腺癌手术不到一个月，主动要
求加入堤段抢险。背砂袋、筑抱围，他
都冲在处险第一线，防汛第一班就连
续坚守了30个小时。

“新枝”“老干”齐上阵，迎难而上
践初心。平江县石牛寨镇水管站党员
钟勇，多次主动通宵加班，全面巡查山
塘水库和地质灾害点；华容县三封寺
镇在外经商的党员刘洁，得知村里急
需劳力防汛，主动请缨，认领防汛任
务；汨罗市白塘镇磊石垸有着 40 年党
龄的党员黎伯勋主动请战，手持竹杖，
值守2号管涌点。黎伯勋告诉记者：“我
每年防汛都来了，10多年了，有经验。”

我辈惜取韶华时，不负青春不负
国。“我是年轻人，扛得住！”南湖新区
湖滨街道月形社区“90后”预备党员易
亚亮自 7月 4日上堤后，连续值守 8个
晚班。在今年疫情防控期间因表现突
出被批准火线入党的他，面对疫情和
汛情两次大考，都交出了一张合格的
党员答卷。

岳阳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
防汛抗灾中尽显本色，始终与群众齐
心协力、共渡难关。据统计，入汛以来，
岳阳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查出险
情65处，都已成功处置。

一面面高高飘扬的党旗、一个个
冲锋在前的党员，凝聚起众志成城防
汛抗灾的磅礴力量，在风雨中筑起一
道摧不垮的“红色长堤”，成为防汛抗
灾一线最靓丽、最温暖民心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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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 7 月 17 日讯（记
者 奉永成）记者从今天召开的
省减灾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获
悉，截至 7月 15日，今年以来，全
省 14 个市州、117 个县市区 585
万余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 119
亿元。针对灾情，湖南迅速调拨
款物，开展灾后重建，有效保障
了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

今年以来，我省先后遭受
19 次强降雨侵袭，给全省经济
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带来了严重影响。

积极应对灾情，全省各级迅
速行动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省应急管理厅、省减灾委办公室
分别于 6 月 9 日、6 月 24 日启动
自然灾害救助Ⅳ级应急响应，7
月9日提升至Ⅲ级，并派出20多
个救灾工作组赶赴一线查看灾
情核实灾情，对受灾群众开展救
助，指导帮助灾后恢复重建工
作。省应急管理厅会同省财政厅
争取国家财政下拨救灾资金 1.5
亿元，已下拨省级救灾资金4000
万元。省应急管理厅会同省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棉被、毛巾
被、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等救
灾物资，有效保障了受灾群众的
基本生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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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 17日讯
（记者 周月桂）一边是高温，
一边是暴雨。气象预报称，17
日至 20 日，湖南西部、北部
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天气过
程，湘东南有高温天气。有关
部门今天发布了暴雨蓝色预
警、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山洪
灾害黄色预警，提醒注意防
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各类次
生灾害及对汛情的不利影
响。

据实况统计显示，昨天
8时至今天 8时，湘西北、湘
北、湘东南部分地区出现了
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
最大雨量 72.7毫米，为张家
界桑植县八大公山；最大小
时雨强达33.4毫米，出现在
16日 18时的郴州宜章县里
田镇。湘中以南出现高温天
气，共 31 个县市区达 35 摄
氏度以上，其中 6 县市区达
37摄氏度以上，最高气温为
衡阳市区38.1摄氏度。

省气象台今天 16 时发
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 17日
20 时 至 18 日 20 时 ，张 家
界、常德西北部、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北部、怀化北
部将出现暴雨。省自然资源
厅与省气象局联合会商得
出结论：自 7 月 17 日 20 时
至18日20时，受降雨影响，
湘西北大部分区域发生突
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大（黄色预警）。省水
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会商得出结论:自 7
月 17 日 20 时至 18 日 20 时,受降雨影响，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北部、张家界市北
部及西北部、常德市西北部等局地发生山
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省气象台预计，17 日至 20 日，湘西
北、湘北有强降雨天气过程，其中 18日至
19 日为降雨最强时段，将现成片暴雨、大
暴雨天气；湘东南部分地区有 35 至 37 摄
氏度的高温天气。针对新一轮强降雨过
程，气象专家提醒，注意加强防范 17日至
20 日湘西、湘北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
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等灾
害。同时，高度关注新一轮强降雨和长江
中上游持续强降雨对洞庭湖区、澧水、沅
水、资水中下游汛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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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17日讯（记者 周月
桂）今天在杭州阿里巴巴西溪园区举行
的湖南数字乡村峰会暨“湘品网上行”
活动上，阿里巴巴集团数字乡村与区域
经济发展事业部和湖南省醴陵、南县、
桂东三个县市，签订了数字乡村合作协
议，共建数字乡村样板县。

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正在推动
经济格局和产业形态深度变革，建设数
字乡村成为各方共识和趋势。据了解，
此前，阿里已跟浙江、河北等省份的数

十个县市签订了数字乡村合作协议。
“湖南是阿里巴巴重要战略合作

省份之一。”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数
字乡村与区域经济发展事业部总经理
李少华表示，自 2015 年签署合作协
议以来，阿里与湖南在电商、金融、互
联网+政务、新零售、数字公共服务等
领域开展深入合作，取得了阶段性成
果。未来将围绕湖南产业数字化、数字
产业化、数字政府、数字生态、普惠金
融、电子商务等领域，将双方的合作推

向全新阶段。
“阿里巴巴与醴陵、南县、桂东的合

作，将聚焦一县一业、一村一品，推动农
产品上行，打造数字乡村样板县。”阿里
数字乡村与区域经济发展事业部负责
人洪磊介绍，将以县域为单位，通过引
入数字兴业、数字惠民、数字治理三大
核心领域的解决方案与数字化产品，助
力县域实现数字化转型，推动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县域民生服务数字化升级
和县域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力以赴 防汛抗灾

加速“湘品网上行”

湖南三县市与阿里共建数字乡村样板县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记者 邓晶
琎 通讯员 黄金美）16日 23时，随着长
益高速扩容工程乌山互通附近主线沥
青路面摊铺完工，标志着该高速全线路
面工程主体施工完成。按计划，长益扩
容工程将于8月底建成通车。

长益扩容工程全长50.28公里，其中
路面工程于去年8月底开工，由中交三公
局第8合同段、四川交投第9合同段分别
承建长沙段和益阳段路面施工。益阳段
路面工程已于今年5月率先完成。

长益扩容工程，是交通运输部“绿
色公路”建设典型示范项目。长益扩容
公司介绍，在路面施工中，施工单位实
施固体废弃物循环再生利用等先进技
术和工艺，将建筑垃圾“变废为宝”；应
用超宽摊铺设备及智能压实工艺和“速
干型”沥青排水路面，极大提高了路面

安全和行车舒适性。
按计划，长益扩容工程将于 7 月底

前完成全部路面、交安、机电工程，力争
8月底建成通车。届时，湖南将新增一条
长沙通往益阳、常德、湘西州等地的交
通干道，极大缓解现有长益高速公路的
交通压力。

长益扩容工程完成路面主体施工
8月底建成通车

2020年世界烟花大会在长开幕
7月17日，湖南国际会展中心芒果馆，来宾在参观各类烟花。当天，

2020年世界烟花大会·长沙精品烟花产业博览会开幕式在长沙举行。大会
为期三天，展览面积达52800平方米，有来自世界各地的300多家烟花企
业参展，展出产品包括3000多种新型安全环保艺术精品烟花和智能信息
烟花设备、花炮机械及运输设备等。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防洪堤上，数辆货车排成一列，车上装满砂卵石，替代了传统的仓库储存防汛物资。 通讯员 摄

▲ ▲（上接1版）
“在园区，我们找到了‘家’的感觉。”

聚恒集团副总裁柳庆海发出由衷感慨。
二咖传媒长沙分公司副总经理易

海方坦言，企业成立之初曾在全国范围
内挑选落地城市，最终，马栏山视频产
业园“一站式”服务，为企业提供“保姆
式”的服务和真金白银的支持，让他们
一眼相中。他说：“今天的恳谈会，文化
管理部门出的都是支持企业的实招，提
振了大家信心，更坚定了我们扎根马栏
山的决心。”

种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作为湖南
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的重要

“试验田”,在各级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马栏山（长沙）视频文创园正朝着“北有
中关村 南有马栏山”的目标加速前行。
尽管受到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马栏
山（长沙）视频文创园的发展势头依然强
劲。今年上半年，马栏山（长沙）视频文创
园新引进企业 368 家，目前园区引进企
业共达到 1172 家。其中包括中国 500 强
项目 1 个，过亿元项目 2 个，爱奇艺华中
总部、山海经动漫影视总部基地、创梦乐
谷长沙动漫游戏产业园以及快手、梨视
频、金龙科湖、HTC 威爱信息科技、阿里
直播基地等一大批优质企业和项目纷纷
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