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好强降雨防范工作

2 2021年7月11日 星期日
版面编辑：张晓蓉 视觉编辑：孙涛要闻

袁桐利在全省主汛期防汛抗旱工作动员部署
会议暨市县防汛抗旱指挥长培训会议上要求

科学调度指挥 严格防汛措施
确 保 全 省 安 全 平 稳 度 汛
河北日报讯 7 月 10 日，

全省主汛期防汛抗旱工作动员
部署会议暨市县防汛抗旱指挥
长培训会议在石家庄召开，省
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袁桐利出
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时清霜
主持会议，省军区副司令员苏
荣出席会议。

袁桐利要求，各级防汛抗
旱指挥部指挥长要以这次培训
会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
要求，认真学习防汛抗旱法规
政策和预案方案，深入一线、精
准掌握本地地形地貌、关键要
害部位、防汛准备等情况，提高
科学决策、科学指挥能力，抓好
防汛备汛，坚决当好首都政治

“护城河”。
袁桐利指出，当前已进入

主汛期，7 月 11 日至 13 日将会
有一次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
度高、危害性大。各级各部门
要紧盯这次强降雨，加密预警
频次，适时启动应急响应，一旦
出现险情，果断组织群众提前
转移避险。要聚焦水库、尾矿
库、山洪灾害易发区、河道内村
庄、城市易涝区等重点区域部
位，明确专人盯守，全天候巡查
检查，及时排除风险隐患。要
层层压实责任，做好应急准备，
各级抢险队伍全员在岗，备足
物资装备，落实 24 小时领导带
班、防汛值班和信息报送制度，
发生险情第一时间报告和处
置 ，全 力 保 障 群 众 生 命 财 产
安全。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伟亚）
7月 9日，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
部在雄安新区组织召开全省
2021年大清河系防汛工作现场
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克强总理批
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
工作部署，深入分析研判大清
河系流域防汛形势，对当前防
汛备汛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省
委常委、副省长，雄安新区党工
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大清河系
分包省领导张国华出席会议并
讲话。

大清河系是海河流域的重
要水系，大清河系的防汛情况，
关乎流域内人民生命财产、重
要交通干线和基础设施的安
全。张国华一行来到雄县新盖

房枢纽改扩建工程项目现场，
听取大清河系河流分布、近年
汛期汛情、分洪泄洪调度等情
况的汇报，实地察看了防洪工
程建设、堤防加固培厚、河道主
槽治理等情况。

张国华强调，要提高政治
站位、凝聚目标共识，不断提高
做好大清河系防汛工作的政治
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个大局，
加强重点工作攻坚，确保大清
河系防汛备汛工作万无一失。
要加快推进重点防洪工程建
设、修订完善防汛应急预案、科
学建立预报预警体系，备齐备
足防汛应急物资、统筹抓好防
汛抢险队伍建设和应急演练，
努力确保省域大清河系安全
度汛。

河北日报讯（记者焦磊、
戴绍志）7 月 7 日至 9 日，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聂瑞平到衡
水市、沧州市，就农业结构调
整、地下水超采治理联动监督
和衡水湖保护立法情况进行
调研督导。他先后来到衡水
湖、枣强县、衡水市冀州区、吴
桥县和东光县进行调研，并主
持召开座谈会，听取衡水、沧
州市农业结构调整、地下水超
采治理联动监督和衡水湖保
护立法情况汇报。

聂瑞平指出，全省人大系
统依法开展四项联动监督，是
省人大常委会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依法推动党中央和省委
重大决策部署落实落地的重
要举措。要提高思想认识，坚

持政治站位，认真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新时代治水方针
和农业结构调整的重要论述，
进一步增强推进两项监督工
作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
动自觉。

聂 瑞 平 要 求 ，要 理 清 思
路，进一步摸清底数、跟进掌
握情况，找准问题，拿出切实
可行的措施。要强化督导，充
分发挥人大监督服务作用，运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
相关工作落实，依靠法治力量
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加强
调查研究，发现、总结推广不
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典型，发
现和研究解决突出问题，学习
政策，研究问题，找准对策，注
重实效。

河北日报讯（记者田恬）
7月 10日，由省委宣传部、省电
影局指导，石家庄市委宣传部、
河北影视集团主办，正定县委
宣传部、河北电影制片厂、中联
影业院线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
电影《革命者》正定主题观影活
动在正定常山影剧院举行。正
定县百余名党员干部群众代表
观看了影片。

《革命者》描绘了1912年至
1927年间，李大钊引领众多革命
志士为救亡图存积极奔走、奋起
反抗的壮阔革命史诗。影片放
映结束后，不少观众对影片的叙
事模式赞赏有加，认为影片不仅
展现出李大钊伟大壮丽的一生，
也展现出他作为教师、读书人、
父亲、丈夫等平凡人的一面。当
这样一个具有很多平凡特质的
人站上绞刑架，为共产主义事业
而牺牲时，我们能体会到这就是
信仰的力量。

正定县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张明星认为，《革命者》是一
部以点带面描摹时代群像，富
有艺术性和感染力的优秀作
品。“它不仅仅是一部传记片，
更是一部革命浪漫主义史诗，
让我们以观看影片的方式向革
命先驱致敬，向广大党员干部
发出号召，激励我们传承精神、
坚定信念、矢志奋斗，走好新时
代的赶考路。”

“影片真实展现了鲜活立
体的革命先驱形象，虽然隔着
银幕，但还是能真切感受到一
百年前革命先驱的信仰和力
量。”正定县南牛乡中学教师张
丽蕊观影后说。

电影《革命者》由国家电影
局主抓，河北省委宣传部、北京
市委宣传部等联合摄制，北京
光线影业有限公司、七印象影
视传媒（海口）有限公司、河北
电影制片厂等出品。影片已于
7月 1日正式上映，目前正在热
映中。

2021年大清河系防汛工作现场会在雄安
新区召开

抓紧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各项工作
全力确保大清河系主汛期安全度汛

聂瑞平在衡水沧州调研时强调

依法开展联动监督 推动党中央
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落实落地

电影《革命者》正定主题观影活动举行

河北日报讯（记者赵红梅 通讯
员任树春）据气象部门预测，7月 11日
至 13 日，我省自西南向东北将出现大
到暴雨、局部大暴雨。7月 10日，省水
利厅下发《全力做好近期强降雨防范
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各单位立
足最不利情况，做足最充分准备，提前
对防汛工作关键环节、各重要部位进
行再督促、再检查、再落实，全力迎战
近期可能出现的暴雨洪水。

进一步压实防汛责任。各地各部
门要进一步强化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
核心的“五类防汛责任制”，层层夯实
防汛责任，重点压实压紧小型水库、山
洪灾害易发区、蓄滞洪区、河道险工险
段的防汛责任，加强督导检查力度和
频次，确保责任落实落地。

进一步做好预测预报预警。各级

水利部门要加强与气象部门沟通，密
切监测跟踪天气变化，加密预报频次，
做好暴雨等强对流天气的预报工作。
水文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发展，充
实监测力量，加强监测频次，积极采取

“以测补报”等措施，力争报早、报准、
报好。特别是水库上游，要充分利用
中 短 期 及 临 近 降 雨 预 报 开 展 洪 水
预报。

进一步强化水库安全措施。全省
各大中小型水库的各类责任人，要全
部上岗到位，履职尽责。要严格执行
调度运用计划，视上游降雨情况，提前
安排预泄，降低水库水位，留足防洪库
容，避免超汛限运行，严禁擅自抬高水
位，对于病险小型水库一律实行空库
运行。要进行拉网式隐患排查，加强
对大坝、溢洪道等重要部位和薄弱环

节的巡查防守，加密巡查频次，要全面
落实抢护人员，备足备全抢险物料。
水库泄洪或险情发生时，要第一时间
通知下游地区，并迅速转移受威胁地
区群众。

进一步强化河道行洪安全。各地
要切实做好河道行洪的各项准备工
作，凡在行洪河道和山洪沟道内采砂、
建桥、开矿等从事涉河工程的单位和
个人，必须停止作业，撤出机械设备和
人员，确保人员安全。险工险段责任人
要全部上岗到位，抢险队伍要集结待
命，提前预备抢险物料，全力保障堤防
安全。

进一步强化蓄滞洪区运用准备。
各地要从最不利情况出发，全力做好
蓄滞洪区运用各项准备工作，确保蓄
滞洪区分得进、蓄得住、排得出。要对

排水泵站、围堤、隔堤、避水楼、避水房
等再次排查，对查出的防洪隐患要及
时处置，确保进退洪闸门启闭灵活、供
电设备可靠，避险设施安全。蓄滞洪
区内全部村庄，要做好转移准备工作。

进一步强化山洪灾害防御。要进
一步强化山洪灾害频发易发重发区
县、乡、村三级防御体系，一旦接到预
警，立即转移群众，避免发生人员伤亡
事故。要加强对工矿企业、施工单位、
旅游景区、农家乐、沿河村落、低洼易
涝区、河道弯道顶冲处、陡坡沟口处、
漫水桥等区域薄弱环节的检查和指
导，强化对外来务工人员、旅游观光人
员、农村留守人员的组织管理，落实预
警发布和转移避险措施，第一时间发
布预警信息，及时提请基层政府组织
做好人员转移工作。

河北日报讯（记者宋平 通讯员张娜）
7 月 10日17时，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
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警提示，10日20时
至11日20时，邯郸市（武安市、峰峰矿区、涉
县、磁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Ⅳ级，
蓝色预警）。请上述地区注意做好实时监测、
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同时，省气象灾害防御中心发布城市内
涝气象风险等级预报，11日白天，我省邢台西
部、邯郸大部城市内涝气象风险等级为Ⅲ级，
发生城市内涝的可能性较大，其中，邯郸西部
城市内涝气象风险等级为Ⅱ级，发生城市内涝
的可能性大，请注意防范。

具体来看，11日白天，保定、廊坊以南地区
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其中邢台西部、邯郸中西部
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11日
夜间到12日白天，全省阴有中到大雨，其中张家
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保定、雄安新区、廊坊、
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
大部分地区自南向北先后有偏东风转偏南风5
到6级，阵风7到9级，局地阵风可达10级以上。

今天白天邢台西部
邯郸中西部有大雨

河北日报讯（记者宋平 通讯
员陈鹏、何萍）为扎实推进城市排
水相关工作，确保汛期排水安全，
今年以来，省住建厅统筹部署，聚
焦重点难点，在雨污分流、黑臭水
体整治、污水处理提质增效、污水
资源化利用以及排水防涝等方面
明确推进举措，组织各地倒排工
期、挂图作战，确保按时、保质完成
年度工作任务。

在雨污分流改造方面，我省将
城市雨污分流改造纳入20项民生工
程集中推进，重点督促雨污分流改
造剩余任务量较重的县（市、区）加
强工作谋划、精心组织实施，专门人
员包片盯办，合理安排并倒排工期，

确保 11 月底前完成年度改造任务。
依据排水管网现状，实施雨污混错
接、破损修补、管材更换改造和小区
口污水截流井改造等，增设调蓄设
施，提升管网建设质量。截至 6 月
底，全省已完成雨污分流改造 504.8
公里，占年度任务的73%。

在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方面，我
省设区市 48 条黑臭水体和其他县

（市）45 条黑臭水体已经全部完成
整治。各地建立完善了水体维护、
养护长效机制，强化各类治污设施
运行管理，完善黑臭水体整治成效
的绩效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定
期对城区内水体开展全面排查，加
强既有黑臭水体的巡河管理。同
时，鼓励各地优先使用达到《城市
污水再生利用景观环境用水水质》
标准的污水处理厂尾水进行河道
补水。

在城市污水处理提质增效方

面，因地制宜采取排水管网建设改
造、健全污水接入管理制度、规范工
业企业排水管理、完善河湖水位与
市政排口协调制度、健全设施运行
维护制度等有效措施，提升污水处
理厂进水五日生化需氧量浓度，提
高生活污水集中收集效能。

在污水资源化利用方面，组织
各地排水主管部门积极配合水利部
门，加强非常规水资源统一配置，合
理布局、谋划建设污水资源化利用
设施，提高污水资源化利用率。

在排水防涝方面，聚焦易涝积
水点，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确保发生
强降雨前立即组织调度，根据雨情、
雨势，及时强排除水。必要时立即
采取断交、疏散措施，确保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各地针对城市排水系统
的收水设施、排水管渠、排涝泵站、
调蓄空间以及排涝水系等持续开展
巡查巡视，加强应急处置。

河北多措并举保障城市排水安全

7月份是我省暴雨、强对流天气的
多发时期，暴雨和短时强降水容易引
发城市内涝、农田渍涝、山洪和泥石流
等多种灾害。当这些灾害袭来，该如
何进行防范？就此，笔者对省气象灾
害防御中心专家进行了采访。

暴雨积涝防御要注意8个方面

省气象灾害防御中心专家表示，
在防御暴雨可能造成的积涝时，要注
意以下8个方面。

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注意及
时通过广播、电视、手机或网络等渠道
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

检查电路、炉火等设施，当积水侵
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
电伤人。

提前收盖露天晾晒物品，将家中
贵重物品放置于高处。

地下公共场所如发生积水，应迅
速断电，打开应急灯，并有序疏散群
众。处于危旧房屋或在低洼地势住宅
的群众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方，提防
旧房屋倒塌伤人。居民住户因地制
宜，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或
堆砌土坎。

如果身处室外，应立即停止田间
农事活动和户外活动。在户外积水中
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防
止跌入窨井、地坑等。

驾驶员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
过深时，应尽量绕行，避免强行通过。当
汽车在低洼处熄火时，人千万不要在车
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如果
被困车中，可用工具或座椅头枕下的尖
锐插头从车窗边框处敲碎玻璃逃生。车
辆进水熄火后不可再行启动，应尽快联
系保险公司，并通知4S店施救。

暴雨期间电线杆和路灯杆等可能
会有漏电情况，使得周围水体带电，在
路上行走时不要靠近电力设备，如果
路过时感到脚下发麻，应立即止步后
退。若看到有人触电倒入水中，不要
在无绝缘防护的情况下进入水中救
人，可以找带钩的长杆等将人拉出带
电区域。

在山区旅游时要注意防范山洪，
当上游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
需特别注意，应及时转移至安全区域。

如何防范山洪泥石流

省气象灾害防御中心专家提醒，

在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
注意暴雨预警预报，选好躲避路线，留
心周围环境，特别警惕远处传来的土
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在沟谷
逗留或活动时，一旦遭遇大雨、暴雨，
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
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

在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
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
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
等，以便及时躲避。不要留恋财物，要
听从指挥，迅速撤离危险区。

发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
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向与山
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
爬，且不要停留在凹坡处。千万不要
在山洪泥石流中横渡。尽快与有关部
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
积极寻求救援。在山洪泥石流发生前
已经撤出危险区的人，千万不要返回
收拾物品或锁门。

暴雨洪水过后要做到“七防”

省气象灾害防御中心专家提醒，
暴雨洪水过后要做到“七防”。

防地质灾害。洪水过后的48小时

仍是地质灾害易发时段，应重点防范
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

防食物中毒。洪水后食物中毒威
胁公众安全，应注意饮食卫生和食品
安全，不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吃
腐败变质的食物，不喝生水，生熟食物
分开保存，食物煮熟煮透后再食用。

防霉防室内病菌。进入受洪水浸
泡过的室内，应对房屋的牢固性进行
安全检查，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洗家
具，清理室内物品，尽量对房间墙壁和
地面进行消毒，衣物要消毒并暴晒后
再穿，日常用品根据情况采取煮沸消
毒或暴晒杀菌。

防蚊防疫病。洪水后环境遭到污
染，蚊蝇鼠等会大量增加，应配合卫生
防疫部门开展灭蚊蝇鼠工作。住所安
装纱窗蚊帐，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污
水和垃圾污物。室外穿长衣长裤，暴
露在外的皮肤涂抹防蚊剂，野外劳作
要扎紧裤腿袖口，防止蚊虫叮咬。

防作物病变。洪水后农作物易发
枯萎病、霜霉病等，要及时清理已经死
亡的作物，并及时清理沟畦，排除积
水，安排后作，抢时播栽，加强肥水管
理，恢复菜苗生长，抢晴天用药，综合
防治病虫害。

防家畜污染。洪水后应将家畜家
禽等动物尸体及时掩埋或焚烧，掩埋
地应离居住地和水源 50 米以外，挖 2
米以上的坑，掩埋压实。

防心理疾病。洪水过后可能会影
响心理健康，可通过与人交流或自我
减压等方式放松，若心理压力很大，可
求助专业心理医生。

7月是我省暴雨、强对流天气的多发时期

防范暴雨可能引发的灾害，该怎样做？
河北日报通讯员 刘 浩 张 娜 记者 宋 平

层层压实防汛责任 强化水库安全措施

我省全力迎战近期强降雨天气

截至6月底已完成雨污

分流改造 504.8 公里，

占年度任务的73%

近日，承德
市防汛抗旱物资
储备调运站的工
作人员对防汛监
测无人机进行调
试、检测。随着
汛期的到来，承
德市提早制定防
汛应急预案，储
备防洪物资，努
力做好防大汛、
抢大险、抗大灾
的准备工作。
河北日报记者

田 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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