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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携手重建家园

□本报记者 李鹏

“理赔款到了，买猪崽、圈舍消杀……都得赶
紧。”随着 14.1万元农业保险理赔款到账，这几天，
新乡辉县市生猪养殖户穆东运正筹划着灾后复养
的事儿。

8月 2日，记者获悉，辉县市和浚县、淇县养殖
业在暴雨中受损严重，中原农险已向三市县的投
保养殖户支付理赔款 1175万元。

穆东运是辉县市峪河镇穆家营村的养殖户，
多年的养殖经历让他有了保险意识，他饲养的 30
头能繁母猪、192头育肥猪都上了保险。暴雨灾害
发生后，村里水深 2米多，穆东运的养殖场被淹，生
猪全部死亡。报险后，中原农险采取“视频+现场”
的方式查勘定损，快速理赔。

这是受灾地区养殖业保险理赔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辉县市峪河镇、占城镇共有 2.5 万余头生
猪上了保险，因暴雨造成损失的有 7000余头。养
殖业受损严重的还有鹤壁市浚县、淇县，截至 8月
2日，浚县、淇县养殖险案件已赔付 48件，赔付数
量 9699 头，其中包括 457 头奶牛，赔付金额共计
855.65万元。另外，济源、许昌、焦作、洛阳等地的
投保养殖户也陆续收到了中原农险支付的理赔
款。

蹚水、坐铲车、抢救畜禽……暴雨期间，全省
农业保险人员第一时间深入受灾现场，结合农户
承保数据和受灾情况，简化流程、合理定损，当日
结案。中原农险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公司会尽早
尽快支付理赔款，全力支持农民复养，加快采购消
毒物资，开展送药下乡活动。

农业专家提醒广大养殖户，汛情过后是畜禽
疾病疫病的高发期，加强汛后管理是养殖工作的
第一要务。一定要尽快清理积水淤泥，并对畜禽
舍内外进行全面消毒，加强通风、除潮、防霉，注意
畜禽饮水、饲料安全，预防重大疫情发生。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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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汛灾影响，位于卫辉市的郑州高铁基础设施段卫辉变电所内积水，全所
停电。7月 29日接到通知后，中铁建工郑州南站项目部连夜组织党员突击队
急驰卫辉，队员乘坐皮筏艇、挖掘机等运输工具进入变电所排水、抢修。经过不
懈努力，7月31日，圆满完成此次汛后重建任务。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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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晓波

“这些出菇后的废弃菌袋得赶紧
清理掉，时间长了会成为感染源，杂
菌孢子会通过空气传播感染其他菌
袋。”7月 29日，国家食用菌产业技术
体系岗位科学家、河南农业大学教授
申进文来到荥阳市高村乡史坊村食
用菌种植大户秦广阔的大棚。

“我和申老师是老相识了，平常

有啥问题总会向他请教，昨天一打电
话，今天他就过来了。”秦广阔说。

遭暴雨袭击，他的 11个食用菌
大棚淤泥遍地，大棚旁被冲出一条河
沟。

不幸中的万幸，老秦的冷库没有
损毁，制作的 40万根枝条栽培种保
存完好。在申进文的建议下，秦广阔
找人清理大棚里的淤泥，购买麸皮、
白灰、玉米芯等原辅料，抓紧时间制
作新菌袋。

荥阳市王村镇仁里村王三的食
用菌大棚里，两台大功率风扇正在

吹风降温，700多个平菇栽培种袋整
齐地码着，菌袋里偶尔还会有水往
下滴。

“你这个自救方法很好，受损受
潮的菌袋一定要保持通风、降温降
湿，可等菌丝满袋后直接出菇。”申进
文表示，洪水浸泡后菌袋内极易感染
杂菌，千万不能再当菌种用，否则会
引起栽培袋大批感染，造成更大的损
失。

比起秦广阔和王三，巩义市河洛
镇寺湾村张奇明的香菇种植大棚的
损失要大得多。4万袋菌袋被洪水

冲得遍地都是，大棚内淤泥七八十厘
米厚，冷库、消毒灭菌车间、装袋车间
全部损毁。

“这些菌袋沾了泥巴，还能用吗？”
张奇明有些焦急地问。他眼中布满血
丝，显然这几天都没睡好觉了。

“泡水较轻的，可以用清水冲洗
干净表面污泥，将菌袋直立，用针尖
扎几个孔，排出袋内多余水分，并用
石灰水喷洒表面，将菌袋转移至阴
凉、干燥、通风、避光处继续培养。泡
水较重不能继续培养的，要尽快趁晴
好天气将袋内原料倒出晾晒干后保
存备用。”申进文握了握张奇明的手，
同情中更有鼓励。

我省是食用菌生产大省，食用
菌产量和产值均连续 18 年位居全
国第一。连续强降雨给我省农业生
产带来了较大影响，省农业农村厅
及时下发灾后农业生产技术指导意
见，组织河南农业大学、省农科院等
单位的专家赶赴灾区一线指导农业
救灾。

下午 4点，申进文和团队成员终
于有时间能吃口午饭了，他们拿出车
上备好的面包就着矿泉水狼吞虎咽。

“天还早，咱们再去巩义几家食
用菌种植大户那里看看吧。”申进文
和他的团队又出发了。③5

菇棚“救”菇

洪灾过后 探乡村

防汛救灾是一场硬仗，灾后重建任务更是艰巨。随着洪水消退，城市的生产

生活秩序逐步得到恢复，而农业生产恢复、农村灾后重建，受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等

现实条件限制，仍然面临不少困难。这次特大洪涝灾害，对我省农作物尤其是秋粮作物造成严重损

害，其中成灾面积872.3万亩，绝收面积380.2万亩，直接经济损失 1142.69亿元。河南是农业大

省，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的45%左右，确保秋粮稳定生产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稳定农民收入

至关重要。

灾情是否会引起国内粮食价格波动？农民改种补种什么品种才能增加产量和收入？种子化肥

等物资够用吗？安置点转移群众情况如何？农村损毁房屋怎么鉴定？农田水毁设施修复、防疫消

杀进展怎么样？本报派出多路记者，深入受灾严重地区的田间地头，走进村民家中，倾听他们的呼

吁和心声，问计权威部门和农业专家，用手中的笔和镜头，为这些问题一一寻找答案。共克时艰，重

建美好家园，需要你我携手，共同努力。敬请关注。③8

开栏的话

打赢防汛抢险硬仗 河南水利人在行动①

□谭勇 国立杰 彭可 李乐乐

这个夏天注定不寻常。
持续强降雨，让郑州出现严重的

城市内涝，贾鲁河水位随之暴涨，严重
威胁到沿岸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多年“沉寂”的海河流域，也因为
这次强降雨翻起滔天巨浪，险象环生，
让沿线群众真正对“洪水猛兽”有了切
肤之痛。

汛情就是命令！防汛抢险就是责任！
担负着水旱灾害防御天职的河南

水利人，在每一次险情中，身先士卒，
冲锋在前，科学调度，在海河流域卫河
水系9大蓄滞洪区中紧急启用8个，在
防汛抢险一线用无畏的精神与专业的
技术现场指导查险除险，全力以赴打
赢防汛抢险这场硬仗。

在常庄、郭家咀、五星水库出现险
情，卫河、共产主义渠堤防出现决口，
卫辉城区发生严重内涝等汛情后，省
水利厅累计派出 200多名水利专家第
一时间赶赴现场，制定抢险方案，现场
指导实施，及时有效解决问题。

“当前，省水利厅又组织了 124名
技术专家，在浚县防汛抢险一线现场
精心指导，为打赢浚县保卫战提供强
有力的技术支撑和保障。”8月 1日，在
滑县召开的省水利厅驻卫河防汛抢险
技术组会商会议上，省水利厅党组书
记刘正才表示。

专业、专心、专注的河南水利人，
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消除了一处
又一处险情，得到了省委、省政府主要
领导的高度评价。

抢险就是与时间赛跑

告急！告急！告急！
7月 20日晚，已经持续一天一夜

的大暴雨，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郑州
市常庄水库水位暴涨，距离设计水位
仅 0.03米，水库大坝背水坡出现 13处
管涌，情况十分危急。

在常庄水库堤防出现险情后，省
水利厅党组书记刘正才第一时间带领
6 名水利专家赶赴现场，紧急会商分
析，制定抢险方案，现场指导实施。

由于水库大坝进场道路被积水阻
断，当时参与抢险的河南省水利勘测
设计研究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
理赵廷华带领技术专家立即赶赴现
场。“当时的水已经齐腰深，我们蹚着
水步行 1公里多才到达了出险点。”赵
廷华回忆说，经缜密查勘，在场的水利
专家对管涌险情做出了准确的判别，
并及时提出了科学应对的处理方案。

经全力调度水库下泄保坝，通过
铺设土工布、砌筑导渗井、填反滤料等
方式进行应急处置后，常庄水库险情
得到及时控制。

当天，不仅是常庄水库出现险情，
还有当时让很多郑州人“谈库色变”的
郭家咀水库。

7月 20日夜，郑州市郭家咀水库
大坝出现漫坝重大险情。省水利厅专
家第一时间火速赶赴现场，快速科学
研判，进行技术指导，果断处置险情，
组织开挖排洪通道。7月 21日晨，省
水利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省水文
水资源局等单位增派专家，携带无人
机、全站仪、GPS等仪器设备紧急赶赴
现场，实时监测大坝水位情况，为水库
抢险提供技术支撑。

通过在大坝两侧临时开挖排洪

沟，全力排水，最大泄洪能力达 130立
方米每秒。7月 22日 6时，水位已接近
水库死水位，大坝整体稳定，两侧临时
排洪沟泄洪正常，险情基本得到控制。

同一天，还是7月 20日，郑州市五
星水库16时左右达到汛限水位，18时
10分水库大坝背水坡出现两处松动滑
坡，20时左右超汛限水位运行；7月 21
日 5时 30分左右，坝顶路面出现裂纹，
裂缝长 30米、宽 1厘米左右。省水利
专家现场指导，通过对松动滑坡采取
分层堆载的措施进行压固、对坝顶裂
缝进行灌浆处理，险情得到控制……

目前，经历过持续强降雨袭击的
郑州，正在全力以赴做好生产生活秩
序恢复和疫情防控。河南水利人披星
戴月，又转战到另一个战场。

科学研判回应关切

随着郑州市的险情得到控制和暴
雨区的转移，新乡成为防汛抢险的重
点区域。

7月 22 日晚，新乡市凤泉区卫河
和共产主义渠堤防出现漫溢形成缺
口，形势十分危急。省水利厅主要领
导坐镇指挥，河南省水利勘测设计研
究有限公司抢险专家连夜奔赴现场。

“通过分析雨情、查看实情并统筹
后方公司技术团队进行防汛演算，连
续奋战两昼夜，协助制定了安全可行
的决口封堵应急方案。”河南省水利勘
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翟渊军回忆说。经过现场多方努
力，7月26日上午终于堵复成功。

新乡卫辉是这次强降雨的“重灾

区”。“卫辉城区段淹没最大水深达2米
左右，城区积水多达 2200 万立方米。
当地群众和社会各界最关心是什么时
候水能排完，而各方给出的时间也不
一致。”省水利专家单松波告诉记者，
经过科学研判，7月 27日，省水利厅专
家给出了三天时间将水排完的判断，
回应了社会关切。

事实证明，这一判断是正确的。
截至 7月 31日，卫辉城区内涝基本排
完，已经有 7891 人返乡回家，卫辉城
区正在紧张地开展灾后清淤、道路消
杀、垃圾清理、房屋鉴定等工作。

在科学研判的基础上，为尽快消
除卫辉城区内涝，恢复城市运行秩序，
省水利厅又派出专家组，采取了多项
措施，加速城市内涝水的排出。

在东孟姜女河开挖排水通道。7
月27日，卫河水位下降，低于涝区水位
1.3米，具备从东孟姜女河下游左堤开
挖排水通道，经东孟姜女河向卫河排
泄涝水条件。省水利厅分别于 7月 28
日 7时 45分和 15时 45分打开两条泄
水通道，最大泄水流量 115 立方米每
秒。随着水位下降，7月 30日，排水流
量降至30立方米每秒。

火速调配抽排设备加大向卫河、
东孟姜女河抽排量。7月 29日前，已
设置抽排设备 30台套，抽排量 132万
立方米每天；7月 29日后又调配大功
率抽排设备 70 台套，抽排量约每天
300万立方米。

“合计每天抽排水量 432 万立方
米，加速了城区排涝速度。”省水利厅党
组成员、副厅长任强说，同时派出抢修

组，及时修复司湾排水泵站，更换电机
设备，恢复每天40万立方米抽排能力。

卫辉，这座灾情严重的城市，在河
南水利人的辛苦付出下，生产生活秩
序正在加快恢复之中。

打好浚县保卫战

随着防汛抢险的持续推进，浚县正
在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焦点。在
河南相继启用的 8个蓄滞洪区中，有 5
个在浚县。浚县保卫战已经打响。

在现场可以看到，卫河大桥左岸是
白寺坡蓄滞洪区，通往浚县；右岸是长
虹渠蓄滞洪区，通往道口镇。卫河水位
高低直接关系到浚县和滑县的安危。

蓄滞洪区启用以来，省水利厅专
门组织水利“百人专家团”，24小时不
间断对蓄滞洪区进退洪水口门进行监
测和堤防巡查，及时作出分析研判。

“尤其是长虹渠蓄滞洪区即将达到设
计水位，卫河、共产主义渠水位居高不
下时，果断启用白寺坡蓄滞洪区，并通
过加大退水口门（曹湾）宽度，增加下
泄流量，让雨水河水快速进入白寺坡
蓄滞洪区，控制了卫河的水位和流量，
保障了浚县、滑县县城的防汛安全。”
省水利厅党组成员申季维说。

随着白寺坡蓄滞洪区水位不断上
涨，并超过设计蓄洪水位，为保证卫河
防汛安全，进一步缓解浚县县城防汛
压力，台风“烟花”过后，省水利厅立即
调度盘石头水库于 7月 29日 15时 40
分，关闸停止泄水，并于 30日零时，启

用小滩坡蓄滞洪区开始分流。
“当前防汛重点是确保卫河、共产

主义渠堤防、蓄滞洪区围堤安全，尤其
是要确保白寺坡蓄滞洪区傅庄堤安
全，在保证卫河安全的前提下，想尽一
切办法，加大蓄滞洪区退水流量，尽快
降至警戒水位以下。”刘正才说。

“由于卫河和傅庄堤防线长，加之
长期高水位运行，除险和巡查任务繁
重，救灾现场仍需增派水利专业人员
到现场指导抢险及防汛巡查。”7月 29
日深夜 11时，河南省水利二局专家抢
险队队长、副局长高建涛接到省水利厅
驻卫河防汛抢险技术组的紧急电话。
放下电话，高建涛立即抽调专业技术人
员到灾情现场驰援。傅庄堤南赵村险
情较重，夜间现场军民加大施工强度，
省水利厅专家组进行了排班，夜间赵
长伟、李凌翔、杜新亮现场进行技术指
导。至第二天凌晨险情逐步得到控
制，直至下午6时许，加固基本结束。

7月 31日凌晨，浚县西陈村G515
线发现一处管涌。省水利厅专家现场
查勘结果为G515线围堰建在原混凝土
路面上，用土袋直接堆砌而成，迎水面
未做防渗处理。水利专家当即决定：在
管涌外围用土袋子做围井抬高水位，减
小内外水压。围井做好后在围井内铺
设土工布，再在土工布上方覆盖反滤石
子进行压渗。当天 14时许，该处管涌
按预定方案处理完成，险情解除。

“滑县县城跟浚县县城距离很近，
保浚县就是保滑县。在省水利厅的科
学调度和精心指导下，目前最危险的
时刻已经过去。”8月 2日，在防汛抢险
救灾一线连续坚守的滑县县委书记陈
忠这样说。

水利专家现场精心指导 为防汛抢险提供强有力技术支撑

（上接第一版）
四要全力抓好风险化解。面

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我们必须
高度警惕、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
险，坚决守好底线。各级各部门各
单位主要领导要增强政治敏锐性，
用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把
防范化解风险责任牢牢扛在肩上、
时刻抓在手上，下好先手棋、打好
主动仗，健全分析研判机制，及时
发现解决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完善
应对预案，一旦出现苗头果敢果断
处置，做到有效组织、快速反应、高
效运转。

五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各
级党委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发挥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
各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要靠前指
挥、深入一线，摸清实情、科学决
断。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胸有大
局、围绕中心，做好本职、履职尽
责。基层党组织要发挥战斗堡垒
作用，广大党员要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在关键时刻展现担当作为，在
大战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各级
组织部门要把党员干部在抗洪抢
险、灾后重建、疫情防控等急难险
重任务中的表现，作为干部考察和
考核使用的重要依据。各级纪委
监委要加强政治监督，对失职渎职
的严肃追责问责。

楼阳生说，我们坚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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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凯指出，一要把群众安置和
善后处置作为头等大事，安顿好转
移群众生活，妥善做好遇难者善后
事宜，扎实推进困难群众帮扶。二
要全力恢复受灾地区生活秩序，加
快排涝除淤工作进度，全面彻底开
展防疫消杀，加大公用设施抢修复
供力度，高效组织公共交通恢复运
营，有效保障市场供应。三要深入
开展水毁工程排查治理，加快水利
设施排查除险，全面开展受灾道路、
建筑隐患排查，深入开展人员密集
场所隐患整治。四要加快恢复经济
运行秩序，全力恢复农业生产，推动
工商业恢复生产，加快推进项目建
设。五要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保障好食
品安全，加强社会治安工作，为灾后
重建提供支撑。六要加快补齐防汛
救灾工作短板，加强水利基础设施
建设，细化完善制度机制，全面提高
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七要坚决果
断抓好疫情防控，坚持全省一盘棋
思想，下决心与时间赛跑，科学精
准、迅速到位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切
实做到处置快、管控狠、措施严、精
准扩、准备足，尽最大努力、用最短
时间遏制疫情蔓延，确保疫情不扩
散、不输出。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辖
市、济源示范区和各县（市、区）设
立分会场。

孔昌生、孙守刚、李亚、穆为
民、曲孝丽、陈兆明、武国定、顾雪
飞、刘玉江、王战营、费东斌、陈星、
黄锦明在主会场出席。③7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全力抓好疫情防控加快推进灾后重建

（上接第一版）郑州市要尽快完成首
轮全员核酸检测，尽早启动第二轮
检测，重点地区要首先做好第二
轮检测。要坚持全省一盘棋，统
筹调集医疗资源、防治物资、人员
力量，提升检测能力，确保检测质
量 ，全 面 彻 底 排 查 ，做 到 不 漏 一
人。四要坚决防止院感发生。做
好相关医院感染人员的隔离、转
运、救治工作，全面排查医疗机构
风险隐患，强化科学规范管理，严
格执行分院分区分级诊疗制度，
严格落实医护人员防护措施。五
要既防输入又防输出。把防输出
作为重大政治责任，做好隔离管
控，织密扎牢疫情防控网，坚决防
止疫情向外扩散；加强对国际航
班、冷链物流的调控，该熔断的当
机立断，严格实行总仓管理，做到
凡进必检、凡出必检。六要保障
市场供应，保障生产经营。建立
物流中转站区，确保安全通畅，确
保生活生产所需物资、物品、食品
供应充足、价格稳定。七要健全领
导机制。越是关键时期，越要强化

全省统一指挥、统筹调度，主要领
导要靠前指挥，分管领导要抓深入
抓具体，各专班各部门要各尽其
责，形成疫情防控的强大合力，坚
决打赢这场硬仗。

王凯对强化当前疫情防控工
作作出五点部署，一是范围要再扩
大，在综合研判基础上科学划定风
险区域，适度扩大封控范围，坚决
阻断疫情蔓延。二是人员要再培
训，组织专业力量加大对集中隔离
人员、社区干部以及医护人员培训
力度，做到科学防范、忙而不乱。
三是信息要再畅通，强化调度协
调、服务对接，加快完善信息系统，
用好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加快核
酸检测、流调溯源等工作，与时间
赛跑。四是环境要再消杀，充分利
用夜晚时间对风险区域进行全方
位无死角消杀。五是隔离点要再
准备，加快备用隔离酒店准备工
作，科学规范设立“三区两通道”，
落实落细防控措施，确保隔离点安
全运行。

穆为民、徐立毅参加调研。③5

以最严格标准应对疫情挑战
坚决封死扑灭疫情防止蔓延扩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