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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宋敏 通讯员 宇娇）
8 月 3日，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目
前，全省高速公路整体路网畅通有序，普
通干线公路非滞洪区的 80处阻断路段
全部抢通，郑州、安阳、鹤壁、新乡市区公
交线路恢复营运率已达100%。

我省遭受特大暴雨灾害侵袭以来，
全省交通运输部门按照“先抢通后恢复”
原则，将保障应急物资运输和人民群众
基本生活需求作为第一要务全力推进。
普通干线公路方面，在短短 10 天时间
内，累计投入抢通人员 93865人次、机械
36015台班，强力推进 80处阻断道路抢

通工作。其中，G310线巩义米河镇段、
G207线焦作省界段等路段灾毁严重、抢
通难度大，省交通运输厅调配周边高速
公路等施工队伍，紧急调拨战备钢桥、机
械化桥等物资设备投入应急抢通，有力
加快了施工进度。

7 月 30 日 10 时，G207 线焦作省界
段6处断行全部抢通，标志着我省非滞洪
区普通干线公路全部恢复通行。

“目前，全省普通干线公路剩余 15
处阻断均为滞洪区过水路面。”省交通事
业发展中心有关负责人说，水位下降后，
将第一时间开展检测评估和抢修保通工

作，力争“水退路通”。
为服务参与重大暴雨洪灾抢险救灾

车辆，全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共开辟救灾
车辆专用通道 806条，免费快速通行。7
月 19日至 8月 2日，累计 24.02万辆次应
急救援车辆免费通行河南高速，保障345
辆（次）车辆转移受灾群众 10896人。目
前，全省高速公路收费站正常通行 399
个；14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除商登高速
尉氏服务区因泄洪原因关闭外，其他正
常营业的服务区，累计服务抢险救援队
3274 支，为 4.1 万余名救援人员和群众
提供免费就餐服务。③9

全省公路主通道整体畅通有序

本报讯 受党中央、国务院委派，国务委员、
国家防总总指挥王勇近日在河南检查指导防汛
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
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扎实做好受灾群众安置帮
扶，加大救灾救助和抢修重建力度，抓紧恢复灾
区生产生活秩序。

8月 1日至 3日，王勇在河南郑州、新乡、鹤
壁来到受灾严重的隧道、地铁和居民小区查看
排涝清淤抢修进展，在金水河、贾鲁河、卫河和
常庄水库详细检查堤坝除险修复情况，深入荥
阳、巩义、卫辉、浚县等地受灾村镇社区、集中安
置点、蓄滞洪区仔细了解群众转移安置和恢复
重建工作，看望一线抢险救援队伍和干部群
众。他指出，要切实增强灾害风险意识，立足防
大汛大涝、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进一步细化
实化应急预案和措施，扎实做好防御极端灾害
天气的充分准备，坚决避免重大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真正把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
一位落到实处。

其间王勇主持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
克强总理部署要求，听取河南和有关部门防汛
救灾情况汇报。他强调，要全力做好受灾群众
安置救助和疫情防控，细致做好因灾遇难、失踪
和受伤人员善后抚恤，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防止因灾致贫返贫和“大灾过后有大疫”。抓紧
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加快已运
用蓄滞洪区泄洪排涝，为农业生产和复工复产
创造条件。利用降雨间歇期全面开展出险水
库、河道堤防、道路建筑等隐患排查和除险加
固，严防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和安全生产事
故，早预警、早处置，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
移避险。全面准确核实人员伤亡等受灾情况，
规范严谨发布相关信息，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认真总结吸取教训，加快补齐防汛工作短板，提
升洪涝灾害防御能力。国家防总和各有关部门
要主动对接灾区需求，在技术、资金、项目规划、
恢复重建等方面给予全力指导支持帮助。

王勇强调，国务院已成立河南郑州“7·20”
特大暴雨灾害调查组，要按照要求认真全面开
展调查评估，对存在失职渎职的行为依法依规
予以问责追责，警示和推动各地进一步加强防
汛防灾各项工作。

省领导楼阳生、王凯、穆为民、周霁、徐立
毅、武国定分别参加有关活动。③5

（新华社记者 本报记者）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8月 3日，在平顶山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
会议上，赵文峰当选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市长。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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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峰当选平顶山市市长

8月3日，省委书记楼阳生在郑州市调研疫情防控工作。⑨3 本报记者 董亮 摄

本报讯（记者 马涛 归欣）8 月 3
日下午，省委书记楼阳生、省长王凯到
郑州市高风险社区、集中隔离点，调研
疫情防控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情
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

二七区京广路街道春晖小区 3号
院已实行全封闭管理。楼阳生询问核
酸检测、环境消杀等情况，他指出，当
前疫情防控正处于非常时期、非常时
刻，要把抓好疫情防控作为当前头等
大事，严格按照疫情防控工作指南，从
严从实从细落实各项防控举措，坚决
防止疫情蔓延扩散。楼阳生与正在值
班的基层党员交流，了解社区管理、群
众生活保障等情况，叮嘱他们在做好
自身防护的同时，充分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冲锋在前、担当作为，始终
与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筑牢疫情
防控的坚固防线。

王凯来到二七区集中隔离点锦
江之星酒店，与社区干部、工作人员
认真交谈，详细询问隔离措施落实
情况，实地查看“三区两通道”设置，
叮嘱大家要坚决摒弃麻痹大意思
想，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在
做好自身防护的基础上，积极主动
服务好集中隔离群众，助力打好疫
情防控阻击战。

随后，楼阳生、王凯召开座谈会，
听取郑州市疫情防控和全省联防联控
工作情况汇报。就做好当前疫情防控
工作，楼阳生强调，一要从最坏处打

算。充分估计疫情防控形势的严峻
性、复杂性，实行最严格的标准，采取
最有力的举措，应对最严峻的挑战。

二要坚决阻断扩散蔓延渠道。加强流
调力量，落实联防联控、群防群控措
施，坚决圈住传染源头、封死扩散渠

道，以最大决心确保把疫情解决在河
南、消灭在河南。三要多轮次开展核
酸检测见底清零。(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冯芸 归欣）8 月 3
日，全省灾后重建工作会议在郑州召
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
救灾工作重要指示，落实李克强总理
批示和王勇国务委员在河南检查指导
工作时的要求，全力抓好疫情防控，加
快推进灾后重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努力完
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省委书记楼阳
生主持并讲话，省长王凯作工作部署。

会议通报了我省灾情和灾后重建
进展情况，听取了未来两周全省气象情
况的汇报。楼阳生强调了五点意见。

一要全力抓好疫情防控。当前我
省正面临严峻考验，防汛救灾、灾后重
建任务艰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
严峻，如果不能迅速遏制疫情蔓延，其
他工作都无从谈起。要充分认识这次
疫情的严峻性、复杂性、不确定性，始
终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方针，始终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始终坚
持常态化疫情防控机制，时刻保持多
点触发、灵敏反应、有效处置的状态，
坚决守住防止疫情蔓延扩散的底线。
要讲科学、讲规范，严格落实疫情防控
工作指南，与时间赛跑，与病毒赛跑，
与疫情赛跑，特别是郑州市要严防死
守，其他各市也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守
好阵地、严防出现燃点，尽快把疫情控
制住。要坚持全省一盘棋，统筹调度
力量，既筑牢疫情防线，又确保群众生
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要扎
牢“四个口袋”，严格按照工作指南查
漏补短、健全完善，做到一丝不苟、无
缝衔接、形成闭环，确保全过程、全方
位、各环节都不出现任何漏洞。要坚
持“四早”，把加强核酸检测作为最基
本最有效的手段，开展多轮检测，直到
清零为止，确保不漏一个传染源；坚持
分级分区管理，该封闭的及时封闭，该

隔离的及时隔离，做到从紧从严从实
从细；全力救治确诊病例，全力确保医
护人员零感染，做到“四个集中”，充分
发挥我省中医药优势，坚持中西医结
合，一人一案、一人一策，提高治疗效
果。要组织好群众接种疫苗，扩大接
种覆盖面，加快接种进度，加快构筑免
疫屏障。要加强受灾群众集中安置区
疫情防控，确保不发生疫情。

二要全力抓好灾后恢复。当前，
第一位的就是做好险工险段除险加
固，尽快修复各类水毁工程，备战可能
出现的下一轮强降雨过程。帮助受灾
群众尽快重建家园，充分尊重群众意
愿，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尽快拿出重
建方案，抓紧组织实施，让群众早日返
回。加强灾后防疫，做好蓄滞洪区死
禽死畜打捞和无害化处理，全方位无
死角开展防疫消杀，确保大灾之后无
大疫。加快农工商各业恢复，帮助农

民开展生产自救，助力企业尽快复工
复产。抓好“六稳”“六保”，做好困难
群众兜底工作，多渠道加大救助力度，
严防因灾致贫、因灾返贫。要认真总
结经验，深刻汲取教训，从兴修水利工
程、强化城乡防洪、提高应急处置水
平、增强群众避险自救意识、细化防汛
救灾预案、完善指挥指南等方面研究
措施，全面提升防大汛抗大灾能力。

三要全力抓好安全稳定。毫不放
松抓好安全生产，压实责任、堵塞漏
洞、消除隐患，确保不发生重特大安全
生产事故。要着力解决信访突出问
题，坚持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系统治
理，坚决防止发生群体性事件。要加
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力度，避免小拖
大、“民转刑”，严防发生个人极端案事
件。要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依法
加强网络空间治理，维护网络安全。

(下转第三版）

全省灾后重建工作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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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灾，我省多地灾后

重建任务艰巨；郑州

等 地 再 次 出 现 本 土

确诊病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严

峻。要打赢灾后重建、疫情防控两场

硬仗，通过两场大考，就必须全力以

赴，跑出灾后重建加速度，为经济社

会秩序恢复争取宝贵时间。

洪灾中抢救生命转移群众，需要

与时间赛跑；灾后重建，尽快恢复正

常生产生活，同样需要争分夺秒。一

些地方农作物被淹，加紧组织排涝，

补种作物，才能把损失降到最小；灾

区部分企业受损严重，通过扎实开展

“万人助万企”活动，“一企一策”解难

题，拿出真金白银惠企政策，就能帮

助企业尽快复工复产，渡过难关。灾

后重建，既要解燃眉之急，又要着眼

长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防

灾减灾救灾能力，既抓重点工作，又

统筹兼顾疫情防控、改革发展稳定等

各项工作，学会“弹钢琴”，方能化危

为机，筑牢底线，夯实经济社会发展

基础。

越是关键时刻，党员干部越要勇

于担当作为。发扬防汛救灾中连续

作战的优良作风，扛稳责任，迎难而

上，奋发有为，我们定能克服灾情疫

情造成的困难，为实现全年发展目标

汇聚强大力量。2

全力以赴重建家园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团结带领全省人民，众志成城、负重奋
进，就一定能够战胜灾情、疫情，就一定能够帮助受灾群众重建美好家园，就一定能够实现年度
各项目标任务，在现代化河南建设新征程上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

会议提出五点要求

时间：8月3日 全省灾后重建工作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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