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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北晨）7月 19日
以来，河南发生严重汛情，郑州等地
区出现特大暴雨。省通信管理局紧
急发布调度令，要求各公司主要负责
人靠前指挥，各级防汛责任人认真落
实防汛工作要求，全力开展通信恢复
和应急通信保障工作。

随着汛情发展，省通信管理局于
21日凌晨启动防汛应急通信保障一
级响应，多次发布调度令，组织全省信

息通信业全力开展通信抢修和恢复工
作，河南移动、河南联通、河南电信、河
南铁塔已累计派出应急人员 5847人
次，应急车辆 2691 台次，发电油机
3629台次、卫星电话21部，积极配合
省防指发送应急短信3200万余条。

目前郑州地区重要通信干线畅
通，公众移动通信网各重要区域通信
基本平稳，退服基站正在积极抢修恢
复中。③9

本报讯（记者 谭勇）突如其来的
特大暴雨考验着水库，也考验着水利
人的智慧。截至7月 21日，省水利厅
下达了 19次调令精细调度宿鸭湖、
常庄等 12座大中型水库发挥防洪效
益。

从 7月 18日至 21日 15时，我省
平均降雨量 122毫米，暴雨中心区域
主要位于郑州。其中 20日 7时至 21
日 7时，24个小时常庄降水量 634毫
米、尖岗降水量 695毫米。从 7月 21
日 2时 30分起，省水利厅将水旱灾害
防御 II级应急响应提升为 I级。

本次强降雨共造成郑州常庄和
郭 家 咀、五 星 等 水 库 出 现 重 大 险

情。截至目前，省水利厅主要领导
已连续组织 10次会商，不间断研判
降水及水库、河道水情。按照既保
水库、又保下游的原则，省水利厅下
达 19次调令精细调度宿鸭湖、石漫
滩、常庄、尖岗等 12座大中型水库。
尤其在常庄水库出现险情时，省水
利厅调度水库全力下泄，确保了大
坝安全。

强降雨期间，全省 4000 多处水
文监测站点密织雨水情信息网，水文
部门加派了巡测力量充实到防汛一
线。其间，省水利厅向防汛责任人发
布了 16.68 万条山洪灾害预警，累计
向群众发送1.05亿条预警短信。③7

本报讯（记者 赵一帆 李运海）7
月 19日至 21日，省自然资源厅连续
两次发布地质灾害红色预警，同时启
动应急预案，对强降雨期间全省地质
灾害防治工作进行了紧急安排部署。

7月 21日，省自然资源厅对全省
自然资源领域受灾救灾情况进行了
通报。截至 21日上午 10时，全省共
报告地质灾害险情 60处、灾情 1处，
共涉及 9市 34县，6512户，避险转移
23227人。险情主要涉及郑州市、焦
作市、鹤壁市、南阳市、济源示范区、

固始县、巩义市。1起灾情为 7月 20
日焦作市孟州市赵和镇秦沟村发生
小型滑坡，未发现地质灾害造成人员
伤亡情况。

暴雨来袭，全省自然资源系统全
力应战，动员了34家地勘单位350名
专家，驻守 70 个地质灾害易发县
（区）提供技术指导；组织 1985 名群
测群防人员及技术支撑单位 350 余
人开展 24小时不间断巡查排查；组
织专家团队奔赴橙色、红色预警区
域，开展督导指导工作。③5

本报讯（记者 曾鸣）7 月 21日，
记者从农发行河南省分行获悉，面对
突如其来的汛情，该行迅速启动应急
预案，开通信贷应急通道，全力保证
金融服务不断档。目前，农发行河南
省分行已与郑州等 4个市县对接，拟
提供 11亿元救灾应急贷款，全力支
援我省抗汛。

特事特办、急事急办。面对灾

情，农发行河南省分行积极向总行
报告，并连夜发出启动信贷业务应
急 通 道、支 持 救 灾 应 急 事 项 的 通
知，要求各分支行开辟绿色办贷通
道，对业务范围内与救灾应急有关
的贷款事项，要优先受理、优先调
查、优先审查、优先审议、优先审
批，全力保证政策性银行金融服务
不断档。③5

本报讯（记者 刘晓阳 通讯员
刘丛）7月 20日，三门峡至花园口区
间降特大暴雨，伊洛河、沁河河道流
量不断上涨，沁河河口村水库超汛限
水位。黄委经研究决定，自21日 9时
起，将黄河中下游水旱灾害防御Ⅳ级

应急响应提升至Ⅲ级。
下一步，黄委将继续做好监测预

报预警、水工程调度、堤防和水库巡
查防守、山洪灾害防御、值班值守等
各项工作，确保工程安全、群众安
全。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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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逯彦萃

连续几日的特大暴雨来势汹汹。暴
雨导致我省受灾几何？未来天气怎样？
百姓生活是否受到影响？这些问题牵系
人心。

7月 21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
省防汛应急”新闻发布会，第一时间发布
防汛救灾信息，回应公众关切。发布会
开始前，在场人员全体起立，向灾情中不
幸遇难者默哀。

我省目前受灾情况如何

7月 17日至 21日，我省出现罕见的
持续性强降水天气过程，全省各地市均出
现暴雨，北中部出现大暴雨、特大暴雨，平
均降水量最大的郑州为461.7毫米。

据不完全统计，16日以来，此轮强降
雨造成全省 89个县（市、区）560个乡镇
1240737人受灾，因极值暴雨致 25人死
亡 7 人 失 联 。 全 省 已 紧 急 转 移 安 置
164710 人，农作物受灾面积约 75 千公
顷，直接经济损失约54228万元。

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省防汛抗
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徐忠介绍，我省于7
月 21日 3时将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
Ⅰ级，省军区协调解放军 730 人、民兵
690 人，武警出动 1159 人，消防出动
6760 人次参加抢险救灾。全省各级各
有关部门处于战时状态，地方党委政府
及各级责任人在岗在位，在一线指导防
汛抗灾，及时转移安置受困群众。社会
各界及广大干群积极参与抗洪救灾，开
展自救，形成了防汛抗洪整体合力。

暴雨对交通影响几何

发布会透露，截至目前，全省高速公
路仍有200个收费站实施交通管制，临时
关停服务区 4对；全省国、省干线公路断
行 37 处，农村公路受损严重道路 50 多

条，损坏桥梁30座。全省水路客运、渡口
渡运封航，黄河浮桥全部拆除，港口码头
作业停止运营，沙颍河、淮河航道禁航。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唐彦民介绍，
郑州、洛阳、安阳、新乡、焦作道路客运全
部停运。郑州市地铁全线停运，郑州、开
封等 26个城市公交停运，平顶山、安阳、
新乡等9个城市公交部分停运。

目前，我省已派出5个防汛指导检查
组，分赴一线指导开展防汛抗灾工作。全
省公路没有出现车辆大量滞留现象，郑州
周边高速公路已恢复正常通行。下一步，
交通运输部门将做好应急信息发布，通过
微博、短信等多种方式，及时发布阻断和
绕行信息，做好公众出行服务。

郑州市市民生活是否有保障

作为受灾最严重的郑州市，市民吃、
住、用是否有保障？郑州市政府副市长
吴福民介绍，当前郑州市部分区域出现
停水停电现象，但商品供应货源充足，目
前除银行卡暂时不能支付外，现金、微
信、支付宝均可正常使用。

目前，储备企业肉蛋菜商业储备均正
常，肉蛋菜均能保持正常供应，且价格稳
定。永辉超市、丹尼斯超市、711便利店
的大部分门店正常营业，易初莲花、大润
发、北京华联、世纪联华等超市门店均正
常营业。商贸流通企业均货足价稳，未正
常营业的企业正全力恢复营业状态。

未来几天河南啥天

省气象台副台长苏爱芳介绍，预计到
22日14时，河南大部仍有中到大雨，其中
中部和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西北部地区
有特大暴雨。郑州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22日 14时至 23日 14时，中西部有小到
中雨，局地大雨，郑州阵雨转多云。

降雨仍将持续。各地需继续做好洪
涝、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灾害防御以及河
堤、库坝等的巡查工作，并防范强降雨对
各项救灾工作的不利影响，同时做好卫
生防疫工作。③7

本报讯（记者 宋敏）7月 19日
至20日，我省多地尤其是郑州市出
现重大汛情。强降雨天气给全省电
网运行、设备安全、电力供应带来严
峻考验。

面对重大汛情，7月20日下午，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紧急启动 I级
防汛应急响应,全面进入战时状
态。截至7月 21日，已累计组织保
电人员6874人、车辆615台、发电车
80台、发电机184台,全力开展应急
抢修、重点保电等工作。

据了解，国网河南电力各级调
度加强电网实时运行监控，针对汛
情及时调整运行方式；加强供电设
施的巡视、监测，重点开展变电站
内涝及线路受灾隐患排除；强化重
要用户保电,安排好防汛抢修队
伍、救援装备、物资及车辆，迅速开
展灾后抢修复电工作；在应急处置
过程中积极预防次生灾害发生,坚

决做到“水进人退电停、水退人进
电通”。

记者从郑州供电公司获悉，受
特大暴雨影响，郑州电网遭受严重
损失，市区400余台变压器、300余
条供电电缆受损，造成市区多处停
电。为此，供电部门迅速成立防汛
I级响应保障工作组，构建起高效
指挥体系；启动三级应急抢修梯
队，投入 163支抢修队伍、2618名
抢修队员，各类应急抢修车辆 735
辆、水泵51台，争取在72小时内完
成郑州配网高压的恢复供电，把自
然灾害对群众生活和经济造成的
影响降到最低。

截至 7 月 21 日 21 时，在电力
部门的全力抢修下，郑大一附院、
省妇幼保健院、武警河南总队医
院等用户已安排发电车接入运行，
134条供电线路恢复送电，其余线
路正在全力抢修中。③7

河南电力启动
I级防汛应急响应

“河南省防汛应急”新闻发布会召开

回应关切 抓细抓实

7月21日，内乡县的抢险队员在更换因雷击损坏的变压器。⑨6 张中立 摄

7月20日，在巩义市米河镇，部队官兵对群众进行抢救转移。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本报通讯员 蔡霖伟 摄新密市党员干部采取措施，排除积水，恢复供水。⑨6 翟银发 徐爱远 摄

▼7月21日，博爱县鸿昌街道九街社区的菜园里，社区“两委”组织人员
现摘蔬菜，低价供应给居民。⑨6 程全 崔胜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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