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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进入主汛期以来，河南强
降雨频次骤增，近日南北两端区域大暴
雨多发，信阳、驻马店、济源、濮阳等地
汛情严重，防汛形势严峻。7月16日，省
防汛指挥部发布指挥长令，要求全力防
范应对即将出现的强降雨灾害天气，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统
计，全省各级预置各类救援队伍28000
多支、70余万人，大型工程防汛照明灯
具、机械14000余台（套）。

据省气象台消息，7月 19日~20
日，我省淮河以北大部将出现持续强降
雨，局地将出现暴雨、大暴雨或特大暴
雨，强降雨持续时间长、范围广、量级

大、雨势强。省防汛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应对汛期可能出现的重大险情，河南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厅认
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防汛抗洪
一系列重要部署，全力做好防大汛、抢
大险、救大灾的应急准备，及早安排，预
置充足的防汛队伍和物资，坚决打好有
准备之仗。

为了应对更大汛情险情，全省各地
按照防汛战时状态要求，严格执行战时
工作机制，保持全省“一盘棋”格局。省
防汛办协调联动解放军、武警部队突击
力量待命，地方政府组织干部群众和民
兵上河上堤排查险工险段。省防汛办、

应急厅督促指导各地提前预置防汛抢
险力量，做到汛情灾情早准备、早发现、
早报告、早处置。目前，省防汛办、黄河、
淮河、海河流域河务及应急部门提前预
置水利工程、矿山、危化等专业骨干队
伍和大型防汛机械物资，实施全天备
勤，严阵以待，力争灾害发生时能够第
一时间赶赴现场抢险救援，确保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据统计，全省各级预置各类救援队
伍28000多支、70余万人，大型工程防
汛照明灯具、机械14000余台（套）。其
中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各级指战
员全体战备待命，派遣650名指战员携

110台指挥车、76艘救援舟艇等救援装
备分赴各主要降雨区域前置备战。

省应急厅向省排水中心下达紧急
指令，派出25名救援人员、5辆应急救
援排水车及4辆保障车辆到达新乡做
好防汛抢险备战，省、市、县各级防办预
置防汛抢险骨干队伍832支、约72100
人全天备勤、严阵以待。

全省预置麻袋（编织袋）52740.91
万条、编织布（无纺布）120226.28万平
方米、钢丝网兜32.17万个等十几种防
汛用物资，依托商场超市备足受灾群众
生活物资，保证抢险人员装备齐整充
足，受灾群众生活无忧。

降雨够强，防汛队伍更强
河南2.8万多支救援队伍、70余万人严阵以待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邵可强

我省超50家景区
紧急发布闭园公告
同时将妥善安排留宿游客，切实保障游客出行安全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张超

自7月17日起，因淮河以北出现持续强降雨，此次强降水持续时间长、范围广、量级大、雨势强，
其暴雨、大暴雨落区较此前7月11日大暴雨落区范围更大、持续时间更长，有高度重叠。

据不完全统计，为确保广大游客的生命财产安全，自7月17日起，河南省内有超过50家景区紧
急发布闭园公告。此次，发布闭园公告的景区涉及我省洛阳、平顶山、安阳、新乡、鹤壁、驻马店、焦作、
许昌等地。

那么，突遇暴雨，游客无法前往景区时，网络购票能退吗？如广大游客出游时，遭遇强对流天气，
该注意什么？

新一轮降雨来袭，超过50家景区紧急发布闭园公告

据省气象台预报，7月 17
日~19日，河南淮河以北大部将
出现持续强降雨，局地将出现
暴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强降
雨持续时间长、范围广、量级
大、雨势强。防汛形势严峻，任
务艰巨。据记者了解，为确保
广大游客出行安全，截至目前，
我省已有超过50家景区第一时
间发布临时闭园公告。

据不完全统计，此次发布
闭园公告的景区涉及我省洛阳
市（栾川县所有A级景区及乡

村旅游点、嵩县所有A级景区
及A级乡村旅游景区、新安县
各涉山涉水景区、汝阳县所有
A级景区及A级乡村旅游景区
等）、平顶山市（汝州市各涉山
涉水景区）、安阳市（红旗渠风
景区、太行大峡谷景区等）、鹤
壁市（云梦山景区、古灵山景
区、朝阳山景区、摘星台景区、
纣王殿景区、荆轲塚景区等）、
新乡市（八里沟景区、万仙山景
区、宝泉景区、五龙山响水河景
区、百泉景区）、焦作市（云台

山、青龙峡、峰林峡、青天河、神
农山、影视城、老家莫沟、美丽
源沟、小底爱情公园等涉山涉
水景区）、驻马店市（嵖岈山风
景区、老乐山、金顶山等景区）、
许昌市（禹州大鸿寨景区等）。

据记者了解，7月 16日至
19日，预计上述地区累计降水
量100~300mm，太行山东麓及
豫东局地可达400mm，最大小
时雨强80~100mm/h。19日，
京广线以西有大到暴雨，局地
大暴雨。

本次强降水远超此前，我省提前启动防汛应急预案

据悉，此次新一轮的强降水
持续时间长、范围广、量级大、雨
势强，其暴雨、大暴雨落区较7
月11日大暴雨落区范围更大、
持续时间更长，有高度重叠。

记者从河南省文化和旅游
厅了解到，7月16日，河南省文
化和旅游厅召开防汛工作会

议，全省文旅系统要压实责任，
协调保障到位，全面安排部署，
细化任务分工，压实各方责任，
动员各方力量，加强旅游景区
巡查排查，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确
保安全度汛。会议还提到，全省
涉及汛情景区要及时根据天气
变化，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关闭

园区，排除险情，妥善安排留宿
游客，切实保障游客出行安全。

“雨天出游，请广大游客留
意天气情况，随时关注景区发
布的信息，调整出行安排，尽量
避免户外活动，做好个人防
护。”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
人说。

如遭遇暴雨无法前往景区游玩，网络购票将自动退款

每年春夏季节，是强对流
天气的高发期，以强雷电、短时
强降雨、雷雨大风为主。如遇
此情况，广大游客应当减少外
出活动，充分了解突遇暴雨侵
袭和自然灾害的应急防范措
施。

突遇强降雨，景区临时闭
园，本来计划好的出游肯定要
搁置，那么网络购票能退吗？
为此，记者电话采访了省内部
分景区，据新乡某景区客服人
员介绍，突遇暴雨，景区为了维
护广大游客的人身安全，而选
择临时闭园，现场不能够购票，
游客可以择日前往游玩。如果
是网络购票的用户，售票平台
将自动发起退票，且将款项返
还至用户原有的支付账户。

据中国国家应急广播发布
消息称，强对流天气发生时，雷
电最为活跃，公众要加强对雷

电的防范，不要呆在空旷的环
境中，应躲避到有避雷设施的
建筑物里，如果在室外有车的
话要尽量在车内躲避。另外，
瞬时大风容易造成树木折断和

房屋倒塌，进而造成人员伤亡，
一旦强对流引发雷雨大风，公
众应远离易折断的树木、广告
牌以及危房等。

本报讯 记者从出山店水库建管
局获悉，经省水利厅研究同意，出山店
水库于7月16日18时开始泄洪，泄洪
流量为500立方米/秒。

7月15日8时至16日8时，信阳
市浉河区、平桥区、潢川和息县部分乡
镇出现暴雨、大暴雨。100毫米以上
的站点有 13 个，包括平桥区龙井
212.2 毫米、肖店 180.4 毫米、兰店
150.1毫米、明港140.8毫米、信阳市区
121毫米、平昌114.7毫米等，最大降
水量为平桥区龙井212.2毫米，最大雨

强为平桥区明港90.6毫米/小时。
由于出山店水库周边乡镇降雨量

大，水库上游来水多，出山店水库一度
超汛限水位。经省水利厅研究同意，
出山店水库于7月16日18时开始泄
洪，泄洪流量为500立方米/秒。

出山店水库建管局提醒：为确保
泄洪期间下游安全，防止意外和安全
事故，请下游沿河居民一定要增强防
范意识，密切关注水位变化！远离河
道，注意安全，不到河边垂钓、玩水，减
少意外发生，确保生命安全！

本报讯 根据气象预报信息显
示，7月17日至7月19日，周口将迎
来强降雨天气。为此，周口市及早动
手、提前部署，要求各单位各行业未
雨绸缪，做好应急防汛抗灾准备。

气象部门提醒，需防范持续强降
水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
涝、农田渍涝等灾害。

为此，周口市有关领导在部署会
上强调，所有建筑工地一律停工，人
员全部撤出，对工地电力、塔吊、临建
等风险点，提前安排好应对工作。

同时，动员各社区干部群众，所
有小区地下室、停车场，一律沙袋封
堵，不得住人，车辆一律停地面，防止
出现车辆大面积浸泡问题，不得停地

下车库。地下商场不得住人，转移贵
重物品。对于高空坠物，如花盆、彩钢
瓦等，要发动社区干部，广泛宣传，强
降雨期间尽量呆在室内不外出。

各单位准备好应急物资，胶鞋、
强光手电、有反光贴的雨衣，务必准
备安全隔离警戒线，对于一时不易处
置的风险点，能够第一时间拉好警戒
线。

对于道路积水、强弱电线路问
题、交通事故、河道坍塌、窨井盖缺失
等问题，行业、属地都要排查，预案要
实用和有用。

此外，各区应急队伍、行业部门
应急队伍、民兵救援队伍等要及时就
位，手机通讯24小时畅通。信阳出山店水库开闸泄洪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鑫 通讯员 姜烽烜

出山店水库大坝资料图

周口要求建筑工地一律停工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于扬 李玉坤 实习生 郭磊 文图

河南进入强降雨节奏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刘瑞朝 文 白周峰 摄影

本报讯 夏季降雨，难摸脾
气。变化不定，很难精细。预报
的郑州昨天白天大到暴雨，结果
是阵雨时下时停，而没有大到暴
雨的气势。根据气象部门的最
新预测，郑州强降雨的时段有所
推迟。未来几天，我省的天空依
然不平静，降雨仍然是主旋律。

河南省气象台预报，周一，
全省阴天有中阵雨、雷阵雨，其
中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
州、平顶山、许昌、漯河、南阳、驻
马店十地市和安阳、鹤壁、新乡
三地区西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
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

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
流天气。

20日，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阵
雨、雷阵雨，中西部和北部部分
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
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
对流天气。

21日，全省阴天有阵雨、雷
阵雨，西部、北部有中雨，局部大
雨或暴雨。22日，京广线以西阴
天间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
雷阵雨；其它地区多云间阴天。

23日到24日，西部、南部多
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雷
阵雨，其它地区多云。

记者注意到，我省已经关停
了多个热门景区，这些景区基本
都位于山区之中。而气象部门
也不止一次提醒，广大民众近期
应尽量不要去山区和河谷地带，
特别是太行山区，以免遭遇山
洪、泥石流等地质性灾害。

为什么太行山区尤其要注
意呢？河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
员牛淑贞说，此次强降雨持续时
间长，范围广，量级大，雨势强，
暴雨、大暴雨落区和7月11日豫
北地区强降雨落区高度重叠。

根据了解，强降雨容易导致

山体土壤含水量增大，含水量达
到饱和状态时,山体将出现松动，
进一步形成崩塌、滑坡和泥石流
等地质灾害。地质灾害来势凶
猛，留给大家的反应时间很短，
迅速堵塞江河，摧毁村庄和城
镇，对人民生命和财产造成严重
威胁。而两次强降雨落区的重
叠，更是加重了地质灾害风险。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还有南
部、东南部的伏牛山区、桐柏山
区，这段时间以来，尤其是周末
（17日至18日），这里的降水量较
大，地质灾害风险也较大。

为啥近期尽量不要去山区了？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林冲 实习生 张戈辰 通讯员 谢晶晶

记者从郑州市会展业促进中心了
解到，今年上半年，在郑州市疫情防
控指挥部支持下，在有关职能部门的
通力协作下，郑州市于3月 8日全面
恢复会展活动，成为全国第四个恢复
会展活动的城市。根据对郑州国际
会展中心、中原国际博览中心两个专
业展馆的监测，今年 3月 8日至 6月
30日，全市共在这两个专业展馆举办
大型展览活动67场，展览面积109.6
万平方米，展览规模已全面恢复至

2019年同期水平。
其中，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上半年

举办了第五届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
会、中国（郑州）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
坛等高规格的会议，还举办了中原医
疗器械展览会、世界数字产业博览会、
中原广告展、郑州国际糖酒食品交易
会、大河国际车展、郑州消费品博览
会、中国郑州国际工业装备博览会暨
郑州机床展、郑州国际汽车后市场博
览会、中国兽药展览会等48场展览，

展览面积达95.24万平方米，展馆出租
率达55%，展览面积和展馆出租率均
位居全国前列。

据了解，上半年在郑州市专业展馆
举办的67场展览活动中，共吸引参展
商18856家，其中省内6952家、省外
11904家；采购商及观众约216.82万
人次，其中省内约159.56万人次、省外
约 57.26 万 人 次 。 近 四 个 月 内 约
228.13万人次客商会聚郑州，其中省
外客商64.3万人次，共拉动社会消费

约136.88亿元，为城市的住宿、餐饮、

交通物流、广告、旅游、购物等行业带来

丰厚的收益。

据郑州市会展业促进中心测算，今

年上半年复展以来，在展会现场累计达

成意向成交额约316.4亿元，涉及建材

家居、医疗健康、装备制造、节能环保、

现代农业、数字科技、食品、文化创意等

领域，展现郑州市乃至全国经济社会持

续向好发展的态势。

郑州展览规模已全面恢复至2019年同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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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咨询办理业务大河报广告中心：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四楼

新乡市红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告
新乡市第九味道餐饮有限公司：

我局查处你单位使用的电梯未经定期检验一案于2021年
6月23日对你单位下达新红市监罚字【2021】32号行政处罚决
定书，我局采取直接送达、邮寄送达均不能送达的情况下，根据
《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七十四条第五款的
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新红市监罚字【2021】32号行政
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新乡市红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年7月19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1年7月27日

上午10:00时在中拍平台（http://
paimai.caa123.org.cn）公开现状拍
卖玻璃切割机一台、美孚全自动平
板覆膜机一台。
详情咨询：0379-63120370

13937959490
展样时间：2021年7月19日-7月26日
展样地点：洛阳市洛龙区洛常路
公司地址：洛阳市中州中路459号

数码大厦A座1513室
洛阳市天信拍卖有限公司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刘瑞朝

洛阳栾川龙峪湾景区

昨天的郑州一度大雨将至的架式

昨日，郑州市民雨中穿行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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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