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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辖市党委、济源示范区党工委党史
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省直各单位、各人民
团体党组（党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
组，省管各企业和高等院校党委党史学
习教育领导小组：

近日，全省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多地
降水量打破历史纪录，部分水库水位超汛
限，部分城区内涝严重，部分道路交通中
断，防汛救灾形势异常严峻。习近平总书
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始
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
一位，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为切
实推动党史学习教育与防汛救灾工作相
结合，用学习教育成果检验防汛救灾工作
实效，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从中汲取做好防汛救
灾工作的强大力量。要把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与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
重要指示精神贯通起来，坚持把“七一”
重要讲话贯穿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贯
穿的人民立场、人民情怀，转化为防汛救
灾工作举措和行动，体现到维护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上。要把防汛救灾作为
党史学习教育的第一课堂，传承弘扬伟

大建党精神，大力发扬焦裕禄精神、红旗
渠精神、愚公移山精神、大别山精神等，
构筑起防汛救灾的强大“精神堤坝”。要
把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中代表
党中央发出的伟大号召体现落实在防汛
救灾工作上，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
念，同广大灾区群众风雨同舟、同甘共
苦，努力为全省安全度汛做出积极贡献。

二、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要视灾情为命令，把防汛救灾作为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重要内容，将
做好受灾群众帮扶救助情况纳入办实事
清单，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迎难而上、勇
于担当，切实做到学史力行、为民办实
事。要牢牢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
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
一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认真排查、及时
解决群众生活困难。根据党员领导干部、
普通党员、流动党员、离退休党员等不同
群体党员特点，发挥好党员先锋岗、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站、所）、在职党员到社
区报到、党员志愿服务等各类载体的作
用，组织党员冲锋在第一线、战斗在最前
沿，广泛团结群众、全面发动群众参与到
防汛救灾工作中，争当群众的主心骨和贴

心人。要把防汛救灾与经济社会发展各
项工作结合起来，积极组织群众进行灾后
重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三、切实增强斗争精神和必胜信心，
坚决打赢防汛救灾保卫战。要发扬敢于
斗争、敢于胜利精神，特别是领导干部要
身先士卒、靠前指挥，到灾情最严重、抢
险最困难、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加强现场
指导，解决实际问题，影响和带动广大群
众增强信心、战胜灾害、渡过难关。要及
时发现、宣传表彰防汛救灾中涌现的基
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先进典型，广泛宣
传他们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营造众
志成城打赢防汛救灾保卫战的浓厚氛
围。要增强全省“一盘棋”意识，非受灾
地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积极组织
本地区本部门力量，帮助和支持受灾严
重地区抗灾救灾、恢复生产生活，充分发
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制度优势和
团结精神，在全省上下形成防汛救灾的
强大合力，奋力夺取防汛救灾和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胜利。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
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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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婵）日前，省委
组织部发出通知，针对我省进入防
汛关键期、多地持续遭遇强降雨、发
生严重内涝的严峻形势，要求全省
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
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部
署和要求，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
锋模范作用，迎难而上、勇于担当，
坚定必胜信念必胜信心，众志成城
打赢防汛救灾保卫战。

通知强调，坚决贯彻防汛工作
“金标准”要求、筑牢坚固“堤坝”。
各级党组织要牢牢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理念，始终把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
守住不发生群死群伤事故的底线。
视险情为命令，在防汛救灾中实行
战时工作机制，健全工作落实闭环
机制，确保政令畅通、运行高效。立
足于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组织
动员和团结带领党员干部群众发扬
不畏艰险、顽强斗争的精神和不怕

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落细落实防
汛 救 灾 要 求 ，确 保 不 出 现 丝 毫 闪
失。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最大限度
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基层党
组织要守土尽责、当好“主心骨”。
切实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严格落实
包保责任制，迅速组织力量防汛救
灾，加强轮流值班、监测预警、堤库
巡查等工作，及时排查化解风险隐
患，把人员转移作为应急处置首要
任务、重中之重，妥善安置受灾群
众，决不挂空挡、掉链子。组建“党
员突击队”、设立“党员责任堤”、开
展“党员联系户”，推动第一书记、驻
村工作队就地转化为防汛救灾队，
发挥组织优势，带动广大群众增强
信心、战胜灾害、渡过难关。积极组
织灾后重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
序，扎实做好受灾群众帮扶救助和
卫生防疫工作，防止因灾返贫和“大
灾之后有大疫”。广大党员干部要
冲在一线、发挥“硬核”作用。党员
干部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极端

负责的精神，勇于担责担难担险，自
觉到灾情最严重、抢险最困难、群众
最需要的地方，冲锋在第一线、战斗
在最前沿，当好先锋表率，解决实际
问题。广大党员要积极响应号召，在
防汛一线树旗帜、亮身份，做到哪里
有汛情哪里就有党员冲锋的身影，以
实际行动引领群众、帮助群众，在防
汛救灾的战斗中自觉接受党性锻炼
和考验，当好群众的贴心人。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组织部门
要主动履职、强化保障。注重在防
汛救灾一线考察识别干部，把在防
汛救灾中的表现作为评价和使用干
部的重要因素。指导基层党组织在
防汛救灾中发现和考验入党积极分
子，对表现突出、符合条件的，及时
发展入党。加强对防汛救灾一线党
员、干部的关心关爱，帮助解决实际
困难。及时发现、宣传、表扬防汛救
灾中涌现的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
党员、干部典型，营造不畏艰险、敢
于胜利、奋勇争先的浓厚氛围。③7

关于深化党史学习教育
扎实开展防汛救灾工作的通知

省委组织部要求

全省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防汛救灾中
充 分 发 挥 战 斗 堡 垒 和 先 锋 模 范 作 用

▲7月21日，开封市市政抢险救援队员、公安民警、120急救人员等奋战在市区各个主要路口、易堵和积水路段，及时
为过往群众提供帮助。⑨6 本报记者 史长来 摄

一线一线

（上接第一版）沧海横流显本色，越是

艰险越向前。洪水裹挟一切，却无法

冲垮人们的信念，在与洪魔的鏖战

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冲锋在前，发

挥“中流砥柱”作用，全省各级各部门

迅速行动，迎难而上、勇于担当。来

自河北、山西、江苏、安徽、江西、山

东、湖北 7 省的消防救援水上救援专

业队伍，全副武装紧急驰援河南。全

国各地都在为“胡辣汤”加油！和衷

共济、众志成城，我们有信心有能力

打赢这场硬仗！

构筑坚不可摧的“生命堤坝”，就

要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防

汛救灾关系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关系

粮食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国家

安全。防汛救灾同时也是一场大考，

考验着防灾救灾体系和应急管理能

力。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及时转移危

险地区群众、坚决果断有力有效处置

险情、加强研判科学调度、坚持防灾

救灾减灾有机结合、做好主汛期内长

期作战准备……每一项“技防”都离

不开“人防”，每一条“防汛链”都离不

开“责任链”，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

土尽责，严格落实属地责任，逐级落

实防汛职责，从启动应急措施，到紧

急调拨物资，从精确调度水工程，到

及时抢修水电、交通、通信设施，做好

应急处突工作，全力以赴抢险救援，

才能尽最大可能保障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

构筑坚不可摧的“生命堤坝”，就

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省市县

三级都要加强过程研判、局地研判，

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汛情、灾情变

化，为精准调度提供科学依据。要加

强全省防汛工作的统一指挥、统一调

度，不能各自为战、顾此失彼。在洪

水汹涌的前线，人民子弟兵在奋战，

党员干部在值守，志愿团队在接力，

一个个普通人挺身而出，为守护家园

奉献力量。前后方各类抢险救援力

量是铜墙铁壁，统一调度、提前预置

才能发挥最大合力，形成地市间、部

门间、上下游、左右岸通力协作的防

汛救灾格局，防汛救灾就有了可靠的

保障。

千 磨 万 击 还 坚 劲 ，任 尔 东 西 南

北风。闻“汛”而动，众志成城，用责

任 与 行 动 守 护 群 众 的 生 命 财 产 安

全，就一定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生

命堤坝”，打赢河南防汛救灾这场硬

仗！2

构筑坚不可摧的“生命堤坝”

（上接第一版）公安部门要加强社会
面管控，提高见警率，维护社会稳
定。十二要进一步加强领导。各级
领导干部要坚持靠前指挥、现场调
度，坚守险坝、险工、险段等一线，组
织好专家、工程队等抢险救援力量和
物资保障，做好险情应急处置。要在
抓好这次降雨过程防汛的同时，总结
经验教训，加强隐患排查，及时除险
加固，备足应急抢险力量，全力备战
下一个降雨过程。关键时刻、紧要关
头，基层党组织一定要充分发挥战斗
堡垒作用，党员干部一定要当好群众

的主心骨，和群众站在一起、干在一
起，确保安全度汛。

王凯对做好当前防汛工作作出
具体部署，指出要切实确保群众安
全，加强险工险段、内涝低洼、老旧
危改、建筑工地、地下车库等风险点
隐患点排查，提早稳妥做好群众转
移工作。要全力加快抢险进度，确
保城市道路、电力、通信、铁路、民航
运行通畅，有力推进排涝工作，突出
医院、学校、敬老院等重点部位做好
保障，对地铁严格实施停运检验，确
保安全。要着力保障城市和社区安

全，积极组织社区干部对危险品、易
爆品进行排查，避免发生泄漏、爆炸
等安全事故。要全面加强卫生防
疫，及早部署、落细措施，尽快对积
水消退区进行全面杀菌消毒，开展
灾 后 防 病 防 疫 ，维 护 人 民 生 命 健
康。要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坚决防
范违法犯罪行为，强化正面宣传引
导，广泛宣传防汛救灾中的典型事
迹，凝聚起做好防汛救灾工作的强
大力量。

李亚、穆为民、徐立毅、武国定、
陈星、习晓军出席。③5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全力以赴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

（上接第一版）全力确保河道险工险
段、水库堤坝特别是险库险闸等重点
部位安全，全力保护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铁路干线安全，全力保障供水供
电供气通信等运行，全力防范山洪、
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及城市
内涝、路面坍塌、围墙垮塌等造成人
员伤亡，全力确保地铁、建设工地、危
化工厂、旅游景区等安全。

四要加强研判科学调度。省市
县三级都要加强过程研判、局地研
判，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汛情、灾情
变化，为精准调度提供科学依据。要
加强全省防汛工作的统一指挥、统一
调度，不能各自为战、顾此失彼。同
时各地情况不同，一线干部要临机处
置、及时处置、果断处置，决不能贻误
战机。

五要坚持防灾救灾减灾有机结
合。坚持系统观念，强化综合施策，
既在“防”中“救”、“防”中“减”，又在

“救”中“防”、“救”中“减”，竭尽全力
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六要做好主汛期内长期作战准
备。有效利用未来降雨过程的间
隙，对风险隐患再排查，对重点部位
再加固，做实预案，备足物资，救援
队伍备勤，为应对下一个降雨过程
创造条件、夯实基础。全省上下要
众志成城、勠力同心，打好每一场硬
仗，坚决战胜历史罕见的大汛大灾。

王凯指出，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
视、严防死守，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
要求，上岗到位、全力以赴，坚决打赢
防汛救灾硬仗。一要全面排查隐患，
突出水库、闸坝、堤防、溢洪区、泄洪

道等重点部位，组织好专业队伍，开
展地毯式拉网式排查，全面掌握风险
底数。二要科学制定排险方案，组织
水利、工程专家进入一线，及时提出
应对预案、施工措施。三要尽快消除
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最大限度减少
人员伤亡和工程损失，扎实做好队伍
配备、物资准备、方案实施等抢险准备
工作，防止次生灾害发生。高度重视
城市内涝，保障好工程施工现场水电
路等供应，有效疏导交通和人群，确保
社会大局稳定有序。四要科学统一调
度，及时会商雨情水情，按照省防总分
析、调度和部署，妥善安排各项工作，
兼顾上下游、左右岸，确保全省安全度
汛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穆为民、武国定、陈星出席会
议。③9

坚定必胜信念必胜信心
众志成城打赢防汛救灾保卫战

▼7月 21日，在卢氏县潘河
乡潘卢线 k2+550段，工人们争
分夺秒进行浆砌片石作业，全力
修补因强降雨造成的道路损
毁。⑨6 聂金锋 摄

◀连日来，武陟县持续出现
强降雨天气，该县相关部门迅速
启动应急预案。图为该县城市管
理局工作人员在积水地段设置警
示标牌。⑨6 冯小敏 摄

风雨揪心 救援同心
新华社记者多路直击河南强降水 全文详见河南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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