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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全力保障交通路网畅通

焦
作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成安林 姚广强

8月 5日 12时，密集的雨点里，国道 207云台山段叠彩洞 6号
隧道外，铲车、挖掘机机声隆隆，数十名工人奋力挥动铁锨等工具，
冒雨清理道沟里的石块、淤泥。

“昨天夜里山里又有强降雨，致使部分路面上又有新的落石、
淤泥。”修武县公路局副局长王胜利介绍，为了确保道路畅通，工人
们一大早就赶到3个作业现场，预计下午能清理结束。

国道207云台山段是河南、山西之间的交通咽喉，也是云台山
景区的主要通道。

7月 19日至 23日，持续强降雨造成国道207云台山段路面被
冲毁、路基被掏空，挡墙、防撞护栏被冲垮，山体大面积滑坡塌方，
受灾里程 20.5公里，需要清理的落石、泥土约 6.3万立方米，堵塞
交通 16处，阻断了两个村 400口人和云台山景区、林场 150名工
作人员的生命通道。

险情就是命令，水毁路段就是战场！
7月 24日，省、市、县三级公路部门联手展开紧急抢通，几路

人马第一时间奔赴抢修现场，同时开展抢通作业。
叠彩洞 4号隧道外，河南省鹏程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工程二处

副处长王小成满身泥泞，背上、肩上有多处被落石划伤的伤痕。
“暴雨虽然停了，山体滑坡、落石随时可能出现，石头砸到身上很

正常的。”王小成说，“接到抢通任务后，我连续7个昼夜没回家了。”
7月 30日下午，国道 207云台山段终于抢通。许多抢险队员

累得瘫倒在地，连欢呼的力气都没有了。
目前，国道 207云台山段，个别路段只能单边通行，7座以下

机动车可以通行。各水毁点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并设立警示标
志，保证司乘人员和车辆有序通行。

据统计，焦作市普通公路水毁受灾里程近340公里，初步估算
损失近20亿元。目前，焦作市已投入水毁抢通资金近2000万元，
出动抢修人员约1.5万人次，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已全部抢通，农村
公路中，90条中断道路已抢通71条。

“抢通、保通只能治标，水毁道路的修复工程迫在眉睫。公路
设计部门正在和时间赛跑，加快速度，争取早日恢复正常交通秩
序。”焦作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负责人介绍。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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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何可）8月 5日清晨，一场大雨再袭巩义市米河
镇，穿镇而过的汜河浑浊湍急，河右岸的310国道上，车来车往。巩
义因洪灾中断的国省干线日前已全部贯通，恢复正常通行。

近期，巩义市因持续强降雨突发汛情造成道路损坏212条。7
月 20日，经受两次洪峰冲击后，310国道米河镇段多处被完全冲
毁，19座桥梁损毁，导致交通中断，米河镇沦为“孤岛”。

7月 21日凌晨，暴雨初歇，排险抢通工作迅疾展开。抢通队
员开着铲车强行从小关镇方向推出一条狭窄的通道，连通了巩义
市区与米河镇。

但是，当他们继续向南勘测汇龙村至红石山路段时，却倒吸一
口凉气——从汇龙村到红石山，310国道断为三截，共计600余米
道路全毁。

“面对冲毁的道桥，我们缺人手缺机械，幸亏来了给力的外
援。”巩义市交通运输局干部谭士钊说。

为尽快抢通，中铁十一局与中建八局联合施工抢修，24小时
不停歇，一方面，在河道内就地取材，挖掘土方、石块，将垮塌道路
留下的豁口“补上”，另一方面，清理淤泥，运输来 3.5万立方米透
水土，对改道河道进行回填。

中部战区某部工程防化部队、武警机动总队某部300余名指战
员也来了，他们先后抢通中原路、马米路、米新路等，架设完成米河
镇区米南桥、明月桥等7座钢架桥，巩义进村道路全部抢通。

“接到任务后，我们立即带着人员、机械车辆，全天 24小时进
行抢修，人歇机械不停。”郑州市路通公路建设公司现场负责人陆
庆宇说，48小时便打通了险情发生后唯一能与郑州连通的临时

“生命线”，保证了救援队伍和救灾物资顺利抵达灾区。
经过 5天 5夜的抢通，310国道米河镇段于 7月 30日下午全

线通车，一辆辆满载救援物资的车辆从红石山下驶过，奔向救援第
一线。

8月 5日上午，记者站在川流不息的 310国道边，看到左侧退
水后的河床上，几台挖掘机正在对河边坡进行清理。巩义市交通
运输局负责人坚定地说：“接下来我们根据专家意见，将对灾后全
线桥涵进行隐患排查，对泥石堵塞的水沟涵洞进行清理疏通，对路
面病害进行查验修复，为巩义社会经济活力恢复，提供好交通保
障！”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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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本报讯（记者 李点）8月 5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
暨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
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党中央重要会议精神，楼阳生同志在省十三
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和省委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灾后重建工作有关会议上的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
工作。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赵素萍主持会议并讲话，副
主任马懿、徐济超、张维宁、乔新江、李公乐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
会议。

会议指出，要坚定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把安置受灾群
众、促进灾后重建作为重点任务，积极为受灾群众解忧解难，更好
展示人大的积极作为和责任担当。要牢牢坚定必胜信心，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省委决策部署上来，严格落实防控举措，压紧
压实工作责任，坚决扛稳扛牢疫情防控重大政治责任，切实筑牢疫
情防控坚固防线。

会议围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进行专题研讨，强调要充分
发挥人大在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探索实践中的重要作用，持续
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依法推进正确监督、有效监督，更好发挥
代表主体作用，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进程中不断开创人大
工作新局面。③5

本报讯（记者 张体义）8月 4日，副省长何金平到郑州市调研
国保、省保单位文物及世界文化遗产抢救、修复和保护工作。

何金平一行先到郑州商城遗址，详细了解受损城墙抢救修复
进展。随后，又到荥阳故城、古荥汉代冶铁遗址、纪信庙和世界文
化遗产惠济桥，实地查看文物、遗址受损情况。调研中，他认真听
取有关文物受损及抢救性保护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同大家研究加
强文物保护工作。

何金平说，抗洪抢险中涌现出的“人在，文物在”的感人事迹，
充分彰显了文物工作者的情怀、责任和担当。文物是老祖宗留给
我们的宝贵遗产，要增强敬畏之心，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加大
保护力度，并在保护基础上充分活化利用，使之更多惠及人民群
众。当前，要尽快对文物受损状况进行摸查、鉴定和评估分析，科
学有序加快受损文物、遗址的抢救、修复和保护。要研究出台政策
措施，统筹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动员各方力量，形成政
府主导、全社会参与文物保护的良好局面。③5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8 月 5日，副省长霍金花在郑州市督
导调研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及灾后重建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
人员。

在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和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霍金花深入
食堂、宿舍、隔离区、校医院等地，察看物资准备、食宿安全、实训管
理等情况，要求全力抓好疫情防控和灾后恢复，确保校园安全、师
生安全。

霍金花强调，学校是疫情防控和灾后重建的重点区域，大灾之
后防大疫和疫情防控相叠加，形势严峻、任务很重，全省教育系统
要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松懈情绪，抓细抓实疫情防控和灾后重建
工作；要精准防控抓住重点，继续落实好网格化管理等好的经验做
法，加强对快递收发、师生就餐、校园消杀等关键环节的管理，确保
消除一切隐患；要落实“零报告”“日报告”制度，特别是对在外实习
实训、身处中高风险地区等重点师生群体，要密切关注、强化教育
引导，确保不落一人；要坚持立德树人，用好抗疫救灾鲜活教材，培
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③5

本报讯（记者 宋敏）8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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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滞洪区普通
干线公路全部恢复通行，郑州、安阳、鹤
壁、新乡市区公交线路全部恢复营运。

7月中下旬，河南多地遭受特大暴
雨灾害，交通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截至
8月 4日，累计造成高速公路水毁 2630
处，普通干线公路水毁6553处、断行95
处，农村公路阻断 3852条，道路运输场
站受损 52个，郑州、新乡、鹤壁、安阳等
城市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公交、出租汽
车行业出现不同程度损失，在建高速公

路项目累计发现险情255处。
面对严重灾情，全省交通运输系统

积极响应、迅速部署，坚持“先抢通、后
修复”原则，全力保障交通路网畅通。

据了解，全省35条高速公路部分路
段发生水毁，截至8月 4日，已完成抢修
1195处、正在抢修1435处。目前，水毁
断行路段仅有 1 处，即商登高速尉氏
K126+100 至 K126+160 处，水位已下
降至与路肩平，主线路面无积水，路段
养护部门正加紧开展路面清淤冲洗和
含水量、弯沉检测。

普通干线公路方面，全省累计投入

抢险保通人员21万余人次、机械83922
台班，95处阻断已恢复通行86处，剩余9
处全部为滞洪区过水路面，待积水消退
对道路、桥梁排查确保安全后，即可通
车。其中，路基、路面完全冲毁，抢通任
务重的路段，均已在7月 30日前完成抢
通。农村公路方面，目前已恢复通行
3405条，剩余阻断447条（县乡道37条、
村道410条）全部为滞洪区过水路面。

“灾害发生以来，我们紧急下达交通
运输部补助资金1500万元，用于郑州、巩
义普通干线公路和农村公路水毁抢修；分
两批下达省补资金5000万元，用于新乡、

焦作、洛阳、平顶山、三门峡、济源等地普
通干线公路和农村公路水毁抢修。”省交
通事业发展中心负责人说。同时，坚持以
信息化为支撑，及时采集灾损数据，开展
普通公路灾损分类评估、灾情研判，派出
无人机侦测重灾区灾损规模，为汛情灾情
判断及抢险保通提供科学决策参考。

大灾之后防大疫。连日来，交通运
输部门对高速公路公共场区每天不低
于一次消杀，对全省客运场站及营运车
辆也开展全面消杀，消灭环境中病原
体，切断传播途径，预防和控制传染病
流行。③6

切实筑牢疫情防控坚固防线 在发展全
过程人民民主中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

切实加大文物保护力度
加快受损文物抢救修复

抓好校园安全 抓住育人契机

抢通后的国道207云台山段叠彩洞 4号隧道外道路。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姚广强 摄

截至截至目前目前

●●高速公路高速公路 已完成抢修已完成抢修11951195处处、、正在抢修正在抢修14143535处处

●●普通干线公路普通干线公路 9955处处阻断已恢复通行阻断已恢复通行8686处处

●●农村公路农村公路 已恢复通行已恢复通行34053405条条

“要不是王书记，我们老两口可
能就再也出不来了……”近日，被营
救的陈长顺大伯一家人，来到新密市
税务局，专程为该局驻袁庄乡张华岭
村第一书记王伟峰同志送来一面鲜
艳的锦旗，上边书写着“洪水无情党
有情 好书记王伟峰”。大娘拉着王
伟峰的手，眼中含着泪珠回忆起那天
的情景……

2021 年 7 月 19 日晚到 20 日早
晨，一场罕见的暴雨，让新密市区变
成了一片汪洋，据市气象局预报，24
小时降水量是该市建立观测点以来
的极值，造成塌方、泥石流等自然灾
害的可能性极大。袁庄乡张华岭村
地处深山峡谷，面对这样的灾难性天
气，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成为新密市

税务局驻张华岭村第一书记王伟峰
和工作队队员们最大的牵挂。当天
一早，王伟峰立即协同村干部，对村
里所有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住户，进
行挨家挨户排查。雨越下越大，造成
村里通信中断，为了将排查结果和村
里受灾情况及时传递出去，他冒雨到
袁庄乡向上级部门做了汇报，却没想
到再次返回村里的路会如此艰难。

当车辆行驶至石庙村，已有工作
人员拉起了警戒线，禁止任何人通
行。此时，王伟峰心急如焚，他急切
地说道：“我是张华岭村的第一书记，
我们受灾的群众还在村里，我必须得
回去！”工作人员听后立即放行，并再
三叮嘱水深流急，要小心行走。行至
离村里还有 3公里的地方，雨水冲断

了道路，接下来只能冒雨徒步前行。
然而就在马上要到张华岭村时，却连
步行也无法继续往前了——原先宽
阔的道路已变成了一条 20 多米宽、
五六米深的大沟，山上的水流沿沟奔
腾而下，再没有办法回村了。

但是王伟峰没有退却，他操起一
根木棍，沿着被大水冲塌的沟沿，手
脚并用、跌跌撞撞地到了沟底，在散
落的石块上寻找落脚位置，几次差点
跌入水中。就这样，他险象环生地涉
过深水，回到了村里，马上投入转移
群众的紧张行动中。

与村里其他干部汇合后，他们决
定分成两路，一路由村支书带队抢
险，一路由王伟峰带队到五保户周金
勇家开展救援。由于山上的水流急

速而下，低洼的地方满是淤泥，人走
在上面，腿脚都难拔出来，遇到树倒
在路上，他们就爬行前进。当赶到周
金勇家时，只见房屋被水冲开一个大
洞，却不见人影。经过一番仔细寻
找，终于在一个破石洞里找到了老
人。

周金勇是当地出了名的倔强老
人，面对眼前的险情，他执拗地说：

“一个老头子，不值得你们操心，我死
就死在这里！”王伟峰苦劝无果，只得
说：“我不会丢下你，你不走，我也不
走，那咱俩就只能都死在这里了。”80
多岁的老人听后老泪纵横，他拉着王
伟峰的手说：“中，伟峰，我跟你走！
孩儿呀我不能再拖累你啊！”老人最
终同意跟他下山。

王伟峰带着周金勇老人又来到
村民陈长顺家。陈长顺的儿子常年
在外，家中只有两位老人，前期排查
中，经过动员同意转移到袁庄安置小
区居住，正准备动身时暴雨侵袭，这
让两位老人一筹莫展。得知情况后，
王伟峰安慰老人不要着急，先在家等
着，会马上想办法带他们转移出去。
接着他又到附近的陈发才家和养殖
户老楚那里查看情况，动员他们及时
转移。待一切安排妥当，他回到陈长
顺家，和其他两名村干部，带领 3 位
七八十岁的老人开始转移。

夜幕降临，黑暗笼罩着山村，一
行人在泥泞中艰难跋涉。为了方便
老人行走，临走时他专门带上一把铁
锨，遇到较深的淤泥时，就先清理，再

让老人走。周金勇老人感动得直流
泪，在路上多次说：“王书记，我一个
老头子，死了也不可惜，还让你这样
为我操心！”

当晚 10时，在狂风暴雨、电闪雷
鸣的恶劣天气下连续奋战了 15个小
时后，王伟峰和工作队队员终于将 3
位老人带出并送到安全地带。

“群众的生命安全大于天。危难
时刻，我们必须冲在一线，必须跟群
众在一起！”王伟峰这样说道。

“有税务局领导的关心，有王书记
这么好的干部，相信我们张华岭村一
定会很快从灾难中恢复过来，今后的
日子会越来越好。”送锦旗时，被转移
群众陈长顺的儿子陈俊锋这样告诉税
务局的工作人员。 （陈晓东 李浩）

风雨中的大爱 水灾中的深情
新密市税务局驻村第一书记王伟峰水灾中勇救被困群众

本报讯（记者 方化祎 李昊）8月 5日，副省长武国定到周口市
调研指导农业灾后恢复生产工作。

武国定带领省农业农村部门负责人先后来到扶沟县曹里乡黄
家村、西华县红花集镇关口村和县城贾鲁河大桥等地，认真查看农
村灾情、群众安置、绝收农田改种补种工作情况，并听取农业灾后
恢复生产工作汇报。

武国定强调，这次我省遭遇极端暴雨天气，局部地区发生洪
涝，农业生产受灾严重。要加快绝收地块改种，及时抢排积水，改
种补种杂粮、青贮玉米、蔬菜等生长周期短的作物，最大限度减少
农民因灾损失；要加强受灾农田管理，组织好统一喷施叶面肥，努
力使受灾地块不减产；要抓好其他大田作物管理，加强草地贪夜蛾
等病虫害防控，努力做到无灾地块多增产，全力夺取秋粮丰收；要
加强设施农业和畜牧业恢复重建，组织专门力量，加大财政投入，
加快推进死亡畜禽无害化处理，抓紧修复养殖圈舍、蔬菜大棚、水
毁农田等设施，尽快全面恢复农业生产。③5

争分夺秒 抢抓农时
全力以赴抓好农业灾后恢复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