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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 11日下午至7月12
日凌晨，我省豫北豫西地区的安阳、焦
作、新乡、济源等地迎来强降水。由于
降水集中猛烈，上述4地市的部分地区
出现内涝、积水等险情，不时出现群众
被困的情况。从11日下午至12日凌
晨，4地消防救援部门及时出动，救援
158名被困群众。

7月11日22时31分，安阳滑县新
区由于强降雨，道路积水严重，一辆汽
车因熄火被困积水中，一名男性和一名
孕妇被困车内。东环路消防救援站发
现水深70厘米左右，轿车车门已无法
打开，消防救援人员从车窗将被困人员
逐一救出，并搀扶至消防车，随后送至
附近宾馆。

7月12日1时22分，鹤壁市淇滨

区泰山路与淮河路交叉口清华园小区
东门有3辆小汽车在水中抛锚，5人被
困；2时12分，漓江路与泰山路交叉口
因积水超过1米导致14名人员被困；2
时55分，鹤壁高铁东站附近道路积水
严重，导致20多名旅客和高铁工作人
员被困站内；4时10分，淇滨区闽江东
路与子罕大街交叉口因地势低洼、积水
较深，4名人员（含一名小孩）被困大众
超市门口。

大河报记者从河南省消防救援总
队了解到，强降雨来袭后，当地的消防
救援部门不断接到群众被困的警情。
从7月11日下午开始至12日凌晨，安
阳、焦作、新乡、济源4地的消防指战员
一直在紧急救援中，共转移营救被困群
众158人。

强降雨袭击4地市
河南消防救出158名被困群众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邵可强 文图

●河南消防救援人员提醒说，山洪
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就近迅速
向高地、避洪台等地转移，或者立即
跑上屋顶、楼房高屋、高地等地暂时
躲避。

●如果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
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器材逃

生，迅速找一些门板、木床、大块泡沫等
能漂浮的材料捆扎成筏逃生。

●若被洪水包围，要设法尽快与当
地政府、防汛指挥部门等取得联系，报
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

●千万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带
电的电线杆、铁塔等。

延伸提醒

山洪到来转移不及时如何自救？

本报讯 7月11日，安阳部分
地区遭遇暴雨袭击，林石线太行
隧洞西洞口出现巨大落石，导致
该隧道暂停通车。

记者在网友提供的视频中看
到，隧道西洞口上方，不断有巨石
坠落到路面，不少群众和游客驾
车滞留。

当日，石板岩镇人民政府紧
急发布提示，为切实保障广大游
客及群众的人身安全，对太行隧
洞施行临时封闭，具体通行时间
另行通知。请往返石板岩的车辆

绕行任石线。
7月12日下午，记者电话联

系上了林州市农村公路管理所负
责人杨先生，据其介绍，该隧道口
出现落石是因为上方正在施工修
路，还未对山体进行加固，受到暴
雨侵袭后，才出现了落石。目前，
该洞口处正在清除落石、除险加
固，预计13日上午该隧道可恢复
通车。

受暴雨影响，红旗渠景区及
太行大峡谷景区分别于7月 11
日、7月12日暂停开放。

林州
受暴雨影响 一路段出现落石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本报讯 济源市市辖区及各县，洛
阳市新安县、孟津区已连续两天达到
地质灾害橙色预警等级，河南西北地
区多地市同时出现地质灾害黄色预警
信号，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7
月12日，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地质勘查
管理处、地质灾害应急中心发布上述
汛期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信息。

入伏之后，我省北部、西部地区被
“雨水加持”，豫西北太行山沿线发生
强降水，局部出现了暴雨，河南省自然
资源厅发布预警信息显示，济源市市
辖区及各县，洛阳市新安县、孟津区已
连续两天达到地质灾害橙色预警，发
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大。

本次降水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
累计雨量大、风力大、对流特征明显等
特点，提醒民众不要前往危险地带、河
道、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

除了多地橙色预警持续，全省达
到黄色预警的区域较昨日明显增多，
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具体为：

安阳市：安阳县、林州市、市区

鹤壁市：鹤山区、淇滨区、淇县
新乡市：辉县市、卫辉市
焦作市：修武县、市区、博爱县、沁

阳市、武陟县、孟州市
济源市：市辖区及各县
三门峡市：渑池县、陕县、湖滨区、

灵宝市、卢氏县
洛阳市：新安县、市区、孟津区、偃

师市、宜阳县、洛宁县、嵩县、栾川县
郑州市：荥阳市、登封市
巩义市：市辖区及各县
南阳市：西峡县、南召县、内乡县、

淅川县
省气象部门建议，豫西、豫北山区

需做好强降雨可能诱发山洪及地质灾
害的防御工作，尤其加强旅游景区、豫
西矿区等灾害点排查。同时需防范强
降雨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加强
中小水库及隐患点排查，合理调度水
资源。

此外，强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及
农田积涝，建议雨后及时排水散墒，减
轻渍涝危害。

多地持续出现地质灾害橙色信号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冯子雍

本报讯 从上周末到本周一，前段
时间高温少雨的我省黄河以北地区，这
次遭遇了今夏以来的最强降雨过程。
根据河南省气象局统计，受西南低涡快
速北上影响，7月10日—12日，我省黄
河以北出现今年最强降水天气过程，各
地普降暴雨大暴雨。

此次最强降雨过程强降水范围
广。强降水集中出现在11日凌晨至
12日6时。其中11日凌晨至11日17
时暴雨大暴雨集中在我省西部、西北部
沿太行山一带，呈狭窄的带状分布。11
日夜间至12日6时，暴雨区向东扩展
至豫东北大部。区域内出现暴雨、大暴
雨均集中在12小时内。全省共有521
个雨量站降水量超过 50毫米，大于
100毫米的221个，其中250毫米以上
的6站，降水中心位于济源水洪池达
322.3毫米、浚县苏庄307.8毫米。

该次最强降雨过程有94站小时雨
强 在 50mm 以 上 ，小 时 雨 强 大 于
100mm有2站，黄河以北大部地区小时

雨强在50毫米以上，其中鹤壁文化中心
和济源水洪池小时雨强分别为103.6毫
米和102.1毫米，济源水洪池3小时降水
达216.9毫米。

大河报记者从河南省水文水资源
局了解到，我省有鲇鱼山1座大型水库
及香山、兔子湖2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
位，其它主要河道水库无汛情发生。全
省24座大型水库（不包括小浪底、三门
峡、故县、西霞院水库）蓄水总量44.78
亿m3，较多年同期均值（30.71亿m3）
多蓄14.07亿m3，可用水量6.7亿m3。

目前，强降水已移出我省。省气象
台预计，未来三天我省处于西伸的副热
带高压边缘，大部地区多分散阵雨、雷
阵雨，东部、东北部局部有大雨或暴雨
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具体预报如下：周一到周三，我省
午后多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安阳、鹤
壁、濮阳、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局部
有大雨或暴雨。15日到16日，我省将
出现高温、闷热天气。

我省黄河以北出现今年最强降水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刘瑞朝

本报讯 眼下正值汛期，强降雨在
河南多地惹祸，如何更好地保障受灾
民众的基本生活？记者从河南省民政
厅获悉，对遭受洪涝旱灾特别严重的
群众来说，不只有应急管理部门的救
灾救助，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还可以
通过民政部门实施的临时救助等措
施，渡过难关。

省民政厅要求，一方面，民政部门
精准认定救助对象，积极开展救助帮
扶，及时将遭受洪涝灾害的困难群众
纳入低保、特困等救助范围；另一方
面，做好与应急部门的衔接，指导各地
民政部门对应急管理部门应急期救助

和过渡期救助后，因遭受洪涝旱灾基
本生活仍存在较大困难的群众，按照

“先行救助”有关政策规定，实施临时
救助。对急难型救助对象，要求乡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级民政部门
要简化审核审批程序，采取直接受理、
一事一议等方式及时给予救助，提高
救助时效性，切实兜住兜牢基本民生
保障底线。据悉，目前省民政厅已及时
下达2021年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99.98亿元，统筹用于城乡低保、特困
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等困难群众
的基本生活支出，有效保障困难群众
的基本生活。

临时救助措施帮受灾群众渡难关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蔡君彦 通讯员 张宝垒

地上跑的火车容易受洪水影响，天上
飞的航班情况如何？顶端新闻·大河报记
者从郑州机场获悉，由于周边机场天气恶
劣，备降到郑州机场的航班增多，有些航班
会取消、延误。

“比如，外地机场天气恶劣时，空管不
接飞机或者进行流量控制，尽管郑州机
场的天气好，也无法执行。”郑州机场相
关负责人说。此外，根据《中国民用航空
旅客、行李国内运输规则》和《航班正常

管理规定》有关规定，由于天气等不可抗
拒的因素，在始发站造成延误或取消，航
空公司可协助旅客安排食宿，费用由旅
客自理。

“通俗来说，由于极端天气这种不可抗
拒的原因，航空公司不再安排旅客食宿，不
少旅客不理解，甚至有情绪激动的，郑州机
场会全力做好保障工作，特别是做好解释
工作，配合航空公司做好延误旅客的后续
工作。”该负责人说。

最强降雨对铁路、民航有啥影响？
侯月、太焦铁路部分区段封锁、3对列车停运
周边机场天气恶劣，备降到郑州机场航班增多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王新昌

7月 10日至12日，我省黄
河以北出现今年最强降水天气
过程，各地普降暴雨大暴雨。11
日晚，顶端新闻·大河报以《侯
月、太焦铁路因水灾中断！铁路
部门正全力组织抢通》为题，独
家报道了暴雨致使中国铁路郑
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管内侯月铁
路、太焦铁路部分线路区段封
锁，铁路职工争分夺秒进行抢修
一事。这次暴雨对我省铁路、民
航出行有啥影响？

【铁路】
3对列车停运 近千名铁路职工抢修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介绍，7月12日，受水害影响，中国铁
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管内侯月铁路盘古
寺至磨滩至阳城、太焦铁路晋城至孔庄间
部分线路区段封锁，致使长治北至北京西
K1165/4次、K1163/6次；大同至连云港东
1552/3 次、1551/4 次；太原至厦门北
K903/2次、K904/1次等3对旅客列车停
运，具体车次开行时间、列车停靠站等信息
请关注12306官网和各车站公告。

“截至18时，线路仍在封锁，近千名干
部职工通过乘坐轨道车等方式，从多方向
险情线路区段集结。”该负责人说。据了
解，因暴雨极端天气，侯月铁路、太焦铁路
部分区段雨量超标，出现泥石流上道、边坡
溜塌、路堤滑塌、水漫道床等水害，上下行
线路被迫封锁。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紧急启
动一级应急响应，集团公司相关领导到调
度台盯岗并现场指挥抢险，工务、电务、供
电、机务、运输、客运、建管等系统、单位主
要领导班子成员全员上岗，降雨区段包保
领导、包保干部做好现场检查、指导，全力
组织水害抢修。目前，相关单位组织挖掘
机、接触网作业车等，加强对线路、供电、接
触网、信号等设施设备的检查。月山工务
段等单位积极组织抢险职工，克服重重困
难，进行边坡塌方地段抛填片石、补充道砟
加固铁路线路等工作，利用挖掘机加快清
理掩埋线路淤泥和石块，提高抢险效率。

“沿线相关车站启动应急机制，做好旅
客解释和引导，增开退票窗口；需要办理改
签、退票的旅客，可到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
票和改签手续。”该负责人说。

【民航】
周边机场天气恶劣，备降到郑州机场航班增多

本报鹤壁讯 7 月 11日~12
日，鹤壁遭遇今年入汛以来最强
降雨。近20个小时内，鹤壁市气
象台通过手机短信向市民连发9
条温馨提示。鹤壁人的朋友圈里
图片、视频相继刷屏，“暴雨”“看
海”“进水”等成了高频词汇。

“凌晨1~2点降雨量是最大
的，8小时之内，出动了24名指战
员、2艘橡皮艇、150余件水域救
援装备，组成2个抗洪抢险突击
分队，共营救疏散被困人员 43
人。”鹤壁市消防救援支队二级指
挥员罗志强说。

昨日凌晨1时22分，淇滨区

泰山路与淮河路交叉口清华园小
区东门有 3辆小汽车在水中抛
锚，5人被困，漓江路特勤消防站
12名指战员携带救援装备徒步涉
水，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
1时58分，在鹤淇大道与万泉河
路交叉口，一辆白色轿车被困路
面积水中，积水已经淹没车轮，车
门内部无法打开，车上4名女性
被困，救援人员徒步靠近被困车
辆，顺利将4名被困人员救出。

鹤壁市委、市政府连夜召开
防汛工作会议，安排部署防汛工
作，同时安排相关职能部门到各
县区检查落实受灾情况。

鹤壁
8小时营救疏散被困人员43人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谷武民 文图

本报讯 7月 12日，记者从河南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获悉，截至
7月12日 15时，本次降雨共造成焦
作、安阳、新乡、濮阳和济源示范区等
5个省辖市（示范区）11个县（区、市）
41个乡（镇、街道）49199人受灾，紧
急避险转移371人，紧急转移安置69
人，农作物受灾面积3447.28公顷，成
灾面积2204.83公顷，绝收面积99.68
公顷，直接经济损失4781.38万元，暂

无人员死亡失踪。
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相

关负责人介绍说，灾害发生后，即成立
前方工作组，应急、水利、河务、气象、消
防等防指成员单位负责人深入受灾一
线，赶赴白马沟险工段，联合焦作市委、
市政府成立前方指挥部，安排部署沁河
洪水应对准备。同时向沁河沿线济源、
焦作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县乡村防汛
责任人上堤防守，组织群众巡堤查险。

河南5地市49199人受灾
直接经济损失4781.38万元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邵可强

本报讯 7月11日早8时，济
源市山区遭遇强降雨天气，导致
济源市王屋镇和平村出现山体滑
坡和泥石流，暴发的山洪造成村
民房屋受损、道路损毁、农田被
淹。与此同时，洪水还造成村里电
线杆、自来水管等设施严重损坏，
全村目前出现停水停电。

记者了解到，和平村位于王
屋镇西北部，属深山区。全村301
户、1260余口人，分九个居民组，
有劳动力600余人。近年来，村里
的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外出打工，
村里居住的主要是留守人员。“幸
亏暴雨发生在早上八点，没有造
成人员伤亡。如果是在夜里，情况
就难说了。”回忆昨日山洪暴发惊
魂一幕，有村民庆幸不已。

“早上四点提前接到了市防
汛办通知，说是要有大暴雨。村委

会立即通过各个微信群，向全体
党员、群众代表、村民户主发出了
撤离通知。”和平村党支部书记刘
文欣慰不已，“本次雨量大、时间
短、泥石流发生快，群众能迅速安
全撤离，主要得益于此。”

7月12日，雨过天晴，和平村
内，滑坡、泥石流经过的痕迹仍清
晰可见，其中以和平村安沟队受
损最为严重。“村子变得面目全
非，早已不是记忆中的村庄了。”
和平村一在外村民叹息着说。

7月11日，灾情发生后，当地
政府紧急将安沟队受灾村民集中
疏散撤离。与此同时，针对灾后村
里停水停电的状况，当地村委会
一边组织党员、干部走访统计村
民受损情况，一边将留守村里遇
困的41名村民集中安置，提供食
宿，确保正常生活。

济源
山洪过后，和平村群众集中安置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岩 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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