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住建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发出通

知，建筑施工现场收到大风暴
雨预警时，预警区域施工人员
应立即停止所有作业，人员撤
离至安全区域；高处作业吊篮
一律降到地面，做好加固措施
并断电；清除塔机上设置的标
牌、横幅等悬挂物及塔身上存
在的易坠物，动力电缆应按规
定要求固定在塔身上；施工升
降机吊笼应降到底层，各控制开
关拨到零位，切断电源，闭锁吊
笼门和围护门等。③7

（本报记者 高长岭 本报
通讯员 姬媛媛 整理）

▶▶防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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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航新征程百年路
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学习贯彻全会精神 坚决打赢两场硬仗坚决打赢两场硬仗

本报讯（记者 王斌）近日，省公安厅连续召开厅长办
公会、全省公安机关防汛工作视频会议，就防范应对8月
21日至 23日强降雨，切实做好公安环节各相关工作进
行再强调、再安排。

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顾雪飞主持会议并讲话。
顾雪飞指出，全省公安机关要严格按照省委、省政府

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全力参与防范应对工作，要把力
量聚集到全力参与防范应对本轮强降雨上来，保持情报
指挥一级响应和高等级勤务，坚决履行好公安机关在防
汛救灾中的法定职责，坚决执行好党委、政府部署给公安
机关的具体任务。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积极
主动与有关职能部门做好配合衔接，全力做好防汛救灾
涉公安环节各项工作，以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担使命、竭
尽全力为人民”的责任担当，更加积极主动作为，在新的
大战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③5

□本报郑州分社报道组

暴雨又来了。8 月 22 日一大早的郑州，
时而有零星雨滴落下。中午，雨势趋强。

13时 30分，郑州市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
预警。

14时，记者驱车穿行在城区。高架桥上，
因避雨避险停放的车辆，犹如蜿蜒的长龙。

“公交车及时停运，建筑工地及时停止室
外作业，所有旅游景区全部临时关闭，沿街门
店人员及时撤离。”“及时采取停工、停业、停学
等措施，及时关闭地下空间……”8月 21日傍
晚，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 6号令，要求
果断转移避险，坚决实施关停。

“宁可信其重，不可信其轻。”几天前，气
象部门发布预告，此轮降雨与前期暴雨落区
高度重叠，防汛形势异常严峻。

坚持生命至上、避险为要。
从 21日晚开始，郑州的街面和路口，随处

可见警察的身影。郑州市各级机关和党员干
部，上险点、排险情，与千万郑州人民一道筑
起防汛抢险的坚固防线。

22 日 11 时，记者行至中原路、京广北路
附近，京广隧道已封闭，有专人值守。与这个
隧道一同封闭的还有城区 60余座桥涵隧道、
23座小型铁路桥涵。此时，郑州已转移安置
群众 24万人。

雨一直在下，城区局部路段积水。14时，
航海路二七万达附近、陇海路京广路交叉口
等积水没过脚脖，大学南路航海路、京广路南
三环附近积水更是漫过半个车轮。交警在暴

风雨中坚守，早早准备好的防汛应急设备此
时也派上了用场，值守的工作人员正排水除
险。

严阵以待，打有准备之仗。
消防救援队伍挺身防汛一线。在常庄水

库、阜外华中医院等灾害风险高的重点防护
区域，分散化设立前置执勤点，保障第一时间
出动力量控制汛情。

在新郑市孟庄镇京广铁路涵洞下，从 22
日上午开始，一有积水就用水泵及时抽排；位
于西部山区的巩义市，安排专人对 17座水库
进行 24小时巡查，对全市 313处地质灾害隐
患点、142个山洪灾害村开展逐点排查；在中
牟县贾鲁河大堤上，党员干部和乡亲们一起
冒雨装沙袋、垒沙袋，筑堤护堤……

22 日 14 时 30 分，大雨滂沱。从帝湖花
园社区高处望去，湍急雨水顺着 3米宽的泄洪
口奔涌着流向金水河。

在“7·20”特大暴雨中，帝湖花园社区周
边积水达两米多深。为应对此次降雨，帝湖
花园社区联合物业公司开展防汛演练，组织
人员对防汛流程和点位再巩固、再加强，配备
了各种防汛抢险物资。

16时 45分，郑州再发暴雨红色预警。为
应对降水，郑州市共出动防汛人员 35000 余
人，防汛检查车辆1800余台。

目前，郑州市防汛形势可控在控，水库、主
要河道险工险段、南水北调干渠等重点部位严
加防范，整体运行平稳。

大雨再来袭，郑州在行动。补短强弱、全
力以赴。③7

全力做好防汛救灾
涉公安环节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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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北晨）强降雨再次袭来，8月 22日，
河南省消防救援总队根据雨情汛情研判情况，枕戈待旦、
严阵以待，先后调集 19支市级抗洪抢险突击队，在重点
地区前置驻勤。

其中，集结郑州、开封等重点地区支队共534名突击
队员、110辆消防车、67艘舟艇、12套大功率排涝系统、
68台排涝泵组，到辖区高风险区域前置驻勤；跨区域调
派平顶山、漯河等支队共261名突击队员、54辆消防车、
22艘舟艇、3套大功率排涝系统、26台排涝泵组，分别赶
赴郑州、新乡、焦作地区，全力做好新一轮强降雨天气应
对工作。

郑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及各大队已提前了解辖区内涵
洞，低洼积水地段，掌握群众易被洪水围困的重点区域、路
段，并规划好两条以上行车路线，以便快速到达救援现场。

洛阳市消防救援支队迅速组成抗洪抢险突击队，90
名指战员、21辆消防车、4舟 4艇、4套手抬泵、1套远程
供水系统、1套排涝设备，奔赴偃师等地前置备勤。

平顶山市消防救援支队抗洪抢险突击队60人 11车
携带各种救生装备抵达焦作，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

目前，河南省消防救援总队抗洪抢险指挥部已实体
化运行，并派专人在省、市防办联合值守，与气象、水
利、住建、自然资源等部门滚动会商，精准掌握灾情信
息，及时发布预警提示，跟进指导高风险区域抗洪抢险
工作。③5

河南消防
积极应对强降雨

8月 22日下午，暴雨中，扶沟县城北大街“龙吸水”大型机器正在紧张作业，排除城区积水。当天，该县已对城区5个易积水点进行24小时值守，每个积水点配备4台抽水泵和20
名应急队员，对易涝积水点适时进行抽排。⑨6 张力友 刘建强 摄

□本报记者 李倩

夜幕下的郑州，高架桥上避水车
辆停成长队，商场门厅、小区大门、地
库入口处沙袋高高筑起，主要干道上
应急车辆已准备就位，下水道和井盖
旁边也竖起了警示牌……风雨中，一
群人却选择了逆行。

凌晨1点，热心市民送来
暖心外卖

“现在开始，各就各位！咱们再去
立交桥、地下通道、隧道涵洞那里守
着，不要放松警惕！”郑州市红十字水
上义务救援队队长牛振西沙哑的声音
一次次传来。

8月21日晚，郑州市红十字水上义
务救援队再次集结，队员们三人一组，
备好应急装备、救援物资，规划驻守点
位，准备赶赴可能积水的隐患区域。

“有了上次应对暴雨的经验，这次
大家连夜排查，提前赶到积水隐患点，
以防雨大水深时不好赶去。”牛振西说。

检查好船、给轮胎充好气、车辆加
满油，集合后的队员准备再次巡视时，
已是 22日凌晨。这时，他们却突然收
到一份陌生人的外卖。

“给你们的外卖，没有留名字。专
门交代说你们辛苦了！”外卖小哥放下
一件矿泉水匆匆走了。

一股暖流涌动在队员心里……

附近居民在喊“河南加
油！郑州加油！”

“不一会儿的工夫，水就涨起来
了。”郑州红十字蓝天应急救援队队员
董付强说，“手指按在手机屏幕上都没
有反应，雨水哗哗地流了下来。”

8月 22日下午 2点，雨大风急，接
到管城回族区应急指挥部的指令，他
带着26名救援队员赶到城东南路和商
城路交叉口附近一处危房，紧急疏散
一部分居民。

速度，再速度！救援队员赶到后，把居民安全护送到
救援车上，在路边竖起了安全警戒线和围栏。这时，周围
楼上的居民站在阳台上，探出身子大声喊：“河南加油！
郑州加油！”

喊声，盖过了风声、雨声。
为应对这次暴雨，大家的经验和准备更充足，董付强

说，比如遇到窨井冒水，很快就会有交警、社区人员、志愿
者、下沉干部冲上去，搬起井盖用手把垃圾清走；他们站
在有危险的路口拦住不让人过，大家都很理解，没有人去

“杠”……③7

风
雨
中
逆
行

扛
起
一
片
﹃
晴
空
﹄

电力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实施

24小时联合应急值班，快速反
应，各级调度加强电网实时运
行监控，针对汛情引起的安全
风险及时调整运行方式，准确
处置电网异常及故障；加强输
变配设施巡视、监测，重点开展
变电站内涝、线路杆塔冲刷及
开闭所进水隐患排查，预防大
风、地质等次生灾害的发生；科
学制定停电避险方案，避免发生
人身触电伤亡事件；安排好防汛
抢修队伍、救援装备、物资及车
辆，做好防汛抢险准备。③7

（本报记者 宋敏 整理）

通信
河南铁塔强化 24 小时值

守，加强对城市内涝点等重点
场景基站的安全隐患检查；预
置抢险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
通过 12379预警网、气象云图
网站等多种途径获取我省天气
情况，根据天气状况提高预警
频次，并将信息第一时间传递
到基层防汛责任人。铁塔各市
县分公司对低洼、沿水、沿渠等
周边机房进行再排查，对存在
风险的机房采取沙袋围堵、修
建防水墙、涂抹密封胶等防水
加固措施。③7

（本报记者 陈辉 本报通
讯员 曹丽 整理）

贴士
群众雨天户外防触电应注

意：不要在变压器或架空线路下

避雨；多雨或潮湿天气，不要触

摸电线附近的树木，路上行走不

要靠近电线杆或其他电力设施；

暴雨时尽量不在积水处行走，并

注意观察附近是否有电线断落；

如电线掉落自己附近，应立即单

脚或双脚并拢跳着离开现场；一

旦发现有人在水中触电倒地，必

须要在采取应急措施后才能对

触电者进行抢救。③7

（本报记者 宋敏 整理）

□本报记者 龚砚庆

8 月 22日下午 3时左右，大雨转为暴雨。
雨水倾泻而下，遮蔽城乡，而此时在开封，却有
一批人逆向而行，纷纷冲入雨中。

贾鲁河畔的村民安全不？尉氏县小陈乡
党委、乡政府成立的防汛突击队，冒着大雨对
沿河村庄逐村入户走访排查，脚下踩着泥水，
手中还通过喇叭、电话等方式和村民联系，发
现住房有安全隐患的群众，马上安排专人劝导
撤离，当天下午就紧急撤离群众3000余人。

敬老院里的孤寡老人转移没？尉氏县洧
川镇党委书记李永瑞第一时间冲向镇敬老院，
看着老人们无助的眼神，他马上协调来车辆，
把一个个孤寡老人转移到安全处所。

杞县阳堌镇 33个党支部第一时间组织党
员群众成立“防汛减灾突击队”，雨势刚起来

时，他们就坚守在一线疏河渠、固堤坝，守护河
道安全。他们说，这就是磨炼党性的“练兵
场”。

市区道路积水渐多，市民按要求居家不
出，但城管队员们却“撒”满了街道。雨势越
大，水流越急，他们的腰就弯得越深——把每
一个排水口的杂物一一捡起。

暴雨无情，开封有爱。一个个这样的场
景，就这样悄然出现在汴梁各处；一个个这样
的人，默默守护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微信朋友圈里，一段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城管队员站在雨中坚守的视频令很多人
感动。队员模糊的背影在风雨中不断晃动，却
始终没有挪开一步，因为他的身侧是一处打开
的排水口。

“暴雨明天结束前，我的工作就是在雨
中。”采访中，他们异口同声。③7

暴雨中，开封的有爱场景

8月 22日，郑州市政工作
人员在雨中疏通窨井。⑨6 本
报记者 邓放 摄

▼▼8月 22日，郑州市京广
隧道南中北三段、未来路隧道、
红专路隧道等各隧道出入口已
封闭，值守人员在岗值守。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王延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