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8月2日在挪威特罗姆瑟拍摄的“罗阿尔·阿
蒙森”号游轮。

挪威公共卫生研究所2日发布消息，挪威一艘名
为“罗阿尔·阿蒙森”号的豪华游轮出现新冠病毒聚集
性感染事件，乘客及船员中已有至少40人新冠病毒
检测呈阳性。 新华社／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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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汛”而动 闻令而行

向着迎战洪水最前沿火速集结
汛情紧急，考验责任担当，抢险救灾，

见证初心使命。面对严峻汛情，各级党组
织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一时
间吹响防汛救灾“集结号”。

及时动员部署。重庆、江西、安徽、湖
北、湖南、江苏、浙江、贵州等省份快速反
应，启动应急响应，召开专题会议，对防汛
救灾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江西九江市、萍
乡市召开防汛工作调度会，建立市领导包
县、县领导包乡、乡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
组干部包户五级联防体系，层层压实防汛
责任。安徽宣城市先后召开防汛会商会、
调度会8次，分析研判雨情水情，安排部署
相关工作。云南昭通市发出通知，号召各
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把抗洪抢险作为
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全力推进防汛救灾和
防范化解因灾致贫返贫工作。湖南靖州苗
族侗族自治县召开四套班子和各单位主要
负责同志参加的紧急会议，部署抗灾救灾
工作。广西柳州市城中区要求党员干部全
员上岗、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死盯死守，确
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立即启动预案。各地普遍迅速成立防
汛工作领导小组或应急指挥部，全力组织
抗洪抢险。湖北省延续疫情防控战时机

制，建立统一领导、权责匹配、平战结合的

防汛救灾指挥体制和应急机制，组建统筹

协调、信息研判、会商调度、综合保障、抢险

救援等指挥编组。重庆綦江区面对 1998

年以来最大洪峰，立即启动防汛救灾应急

预案，组织2万余人的抢险队伍，紧急转移

群众 5万多人，实现群众零伤亡。湖北黄
冈市市直机关1000余名党员干部、沿江6
县市近万名党员干部群众驻守长江干支
堤，设立棚哨386处、24小时巡堤查险。广

西融水苗族自治县20个乡镇、所有部门的

4000多名党员干部迅速进入“战时”状态，

投入抗洪抢险、群众转移等工作。

迅速投入战斗。安徽芜湖市委组织

部紧急选派 145名市直机关党员干部，分

为 2个工作组、9支突击队连夜奔赴汛情

紧急的乡镇、街道参与防汛抢险；镜湖区

所有包保区领导第一时间下沉街道，吃住

工作在巡堤排险一线，84名街道党工委班

子成员驻点负责抢险救灾，带队进行 24

小时巡查值守。合肥市面对辖区内无为

大堤外长江水位逼近 1954年历史最高值

的严峻形势，迅速动员党员干部投入防汛

抢险工作，组织 1200 余人驻堤巡守。浙

江杭州市富阳区 11400名党员干部，深入

326 个受灾村（社区），入户走访 30 多万
次，排摸城区底层房屋住户 1万多户，协

助转移地下室车辆4.6万辆。武警江西总

队景德镇支队接到前往珠山区观音阁沿

江低洼地区抢险的任务后，连夜组织 50

名党员赶赴现场，连续奋战近 3个小时，

搬运沙袋 3000 余袋，筑起防洪堤坝 150

米，确保洪峰不漫过堤坝。

高扬旗帜 勇斗洪魔

筑起一个个冲不垮的“红色堡垒”
“一个支部一段堤”。洪灾袭来，各级

党组织火速行动；骤雨急流，党的旗帜迎

风飘扬。面对滚滚洪流，各级党组织与洪

峰较量、与风雨搏击，成为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最坚实的依靠。

机关党组织投身一线。江西丰城市

公安局、交警大队、城管局以及红十字会
曙光救援队组成党员突击队，紧急调运橡
皮艇、摆渡船，在火车站接送往返旅客
2000余名。7月 8日凌晨，安徽歙县教育
部门为保障当日高考顺利进行，紧急动员
党员干部在通往考点必经路段的 2处积
水点连夜搭设浮桥，并调集 40余辆应急
车辆、30余艘冲锋舟、40余支应急小分队
随时待命。浙江建德市 1万余名机关党
员干部开展网格化排查，“走村不漏户、户
户见干部”，转移群众达 6900余人。重庆
市卫生健康委及时调派专家赶赴灾情较
重的区县，指导开展环境消毒、四害消杀、
疾病监测等工作，并督促市急救医疗中心
等单位安排专家备勤，确保 1小时内赶赴
灾区支援。广东惠州市应急管理、水利、
消防等部门党组织迅速集结救援人员 1.2
万余人，集中对灾情严重地区实施抢险救
援，安全转移群众19564人。

基层党组织挺立一线。面对汛情，江
西南昌市青云谱区各镇街、村社党组织及
时安排党员干部深入楼栋、村组，逐户排
查受灾情况，解救被困群众，并主动为空
巢老人、行动不便的家庭提供送菜买药等
服务，累计帮助受困群众 500余人。湖北
洪湖市 1300多个党支部全部投入到防汛
战役中，在全市设立 568 个责任牌、生死
牌，搭建 1500 余个哨棚、悬挂 3000 余面
党旗，4300 名党员每天在一线严防死
守。安徽泾县马鞍村党总支组织 30余名
党员群众成立防汛应急突击队，安全转移
老弱妇孺、危房群众 160余人。安徽阳光
水泥有限公司党支部主动承担所在镇的
300 米圩堤值守工作，无偿提供挖机、铲
车等设备5台、沙包500个，在重要路段铺
垫沙石，保证防汛道路畅通，并组织党员
24小时轮流值守。

临时党组织建在一线。为确保安全
度汛，江西鄱阳县鄱阳镇在沿河圩、问桂
道圩等 5个圩堤上搭起帐篷，成立临时党
支部，组织以党员和村社干部为骨干的志
愿服务队投入防汛抢险；抚州市临川区发
动区、镇、村 1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防汛
一线，在河道、山塘、水库等防汛前线成立
312个临时党支部。江苏苏州市在汛情一
线全面推广“行动支部”工作法，建立监测
预警、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行动支部”
485 个，坚守河道一线，排除行洪堤防隐
患。湖南湘阴县静河镇组建临时党支部6
个、党员志愿服务队10支，在12公里责任
堤段 24小时轮班值守。安徽南陵县把临
时党支部建在大堤和圩口上、建在转移群
众安置点上、建在抢险突击队中，共成立
临时党支部 124个，组织党员干部全力投
入抗洪抢险。

攻坚克难 冲锋在前

危难时刻出现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
汛情就是“集结号”，险情就是“冲锋

号”，我是党员我带头，一名党员就是一面
旗帜。哪里汛情最急，哪里险情最重，哪
里就能看到党员干部的身影，他们无惧艰
险、不畏生死，成为人民群众的主心骨。

领导干部靠前指挥。江西建立省领导
防汛包片分工负责制，11位省领导分包全
省 11个设区市，下沉汛情一线调度指导。
安徽合肥市、亳州市、宿州市、六安市、安庆
市严格落实行政首长负责的防汛责任制，
建立完善市县乡村四级防汛工作体系，做
到分级负责、分片包干、分项落实。湖北恩
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特大暴雨来袭，联系
包保主城区社区的 23名州级领导迅速深
入责任社区现场指挥防汛救灾，示范带动
200余名县市领导深入各自联系乡镇（街
道）、村（社区）一线指导，确保防汛救灾组
织领导有序有力。江西泰和县 34名县处
级领导第一时间深入 23个乡镇（场）联系
指导，包片负责防汛抗洪工作。面对暴雨
袭击，湖南吉首市市领导按照联系乡镇（街
道）、分管单位、分管或责任项目工地分工，
连夜深入一线指导防汛抗灾工作 120 余
次。吉首市己略乡副乡长石顺勤身患高血
压，仍通宵达旦巡查防汛、转移群众、忘我
工作，因体力不支晕倒在防汛一线。

突击队员冲在前头。在抗洪一线，各
级党组织纷纷成立党员突击队、先锋队、服
务队等，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安
徽滁州市委组织部以年轻党员干部和村级
后备干部等为主体，组建党员先锋队 500
多支，设立党员先锋岗2万多个，全力支持
防汛抗洪一线。安徽芜湖市鸠江区组织
4000多名党员组建抗洪抢险突击队 270
多支，按照每百米设立1个党员责任区、每
公里10至15人的要求，日夜驻守在274公
里的防汛大堤上。江西南昌市新建区城管
大队党支部成立150人的内涝抢险党员突
击队，连夜冒雨在城区大街小巷巡查，排查
重点积水低洼地段，及时排除险情。贵州
遵义市组织各类抗洪抢险救灾“党员突击
队”“党员志愿者服务队”2738支，5万多名
党员参与应急值守、灾害监测、群众转移安
置等工作，共转移安置群众11万多人。

党员干部身先士卒。广大党员干部舍
小家、为大家，前赴后继、接续奋战在防汛抢
险一线，用血肉之躯筑起守护群众安全的“钢
铁之堤”。江西安义县鼎湖镇水管站长、老党
员张师深即将退休，仍坚持每天从清晨巡堤
至深夜，他说“虽然马上要退休了，但我要站
好最后一班岗”。“调头，稳住，不要怕”，这是
安徽庐江县消防救援大队政治教导员陈陆生
前说的最后一句话。他在带领队员们展开救
援行动中，双腿过敏发炎，同事劝他多休息，
他却说抢险任务重，还能坚持，在石大圩漫堤
决口后第二次救援时，不幸落水遇难。湖北
武汉市新洲区辛冲街道水务服务中心主任舒
明智在防汛抢险一线连续奋战35个日夜，曾
现场指挥调度600余名党员群众耗时22小
时筑起1000多米长的子堤，有效保护了周
边4个行政村；7月13日，仍在抢险的他脸色
苍白，同事强行将他拉到车上，可刚上车却
说：“你们不要管我，赶快到堤上去！”说完就
昏过去了，突发脑溢血去世。

干群一心 守护家园

众志成城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
越是危难关头，越需要同舟共济；越

是关键时刻，越需要万众一心。在与洪水
搏斗的日日夜夜，党员群众一条心，干部
群众一股劲，汇聚成无坚不摧、无难不克、
无往不胜的强大力量。

多种方式引导。灾区各级各类党组
织通过发出倡议书、招募志愿者、举办主
题党日等方式，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投入抗
洪一线。江西彭泽县委组织部发出倡议，
号召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人才全力投入防汛抗洪保卫战。安徽当
涂县姑孰镇在总长 50.9 公里的防汛大堤
上，组织千余名党员开展了一场既简朴又
充满激情的主题党日活动，号召党员当好
防汛抗洪“顶梁柱”，保护好身后的人民群
众。江西南昌县委组织部及各乡镇向广
大群众发出倡议书，组成 200多人的社会
人士志愿防洪突击队，引导全县 6000 多
名村民志愿者、400多名青年志愿者、380
多名巾帼志愿者积极投入防汛救灾工
作。江西九江市江洲镇党委发出一句“家
乡需要你”倡议，4000 多名游子火速归
乡，投入到抗洪一线。

多支队伍参与。为充实基层防汛力
量，安徽铜陵市从市县两级抽调近 3000
名机关干部下沉一线，按照定人、定岗、
定时、定责要求，开展防汛应急值守及拉
网式排查。第一书记们为了防汛整日奔
波忙碌，身患糖尿病的安徽广德市杨滩
镇莫村村下派第一书记孙爱军，带着胰
岛素在防汛一线驻守近一个月。广西河
池市成立 120多支由第一书记、驻村工作
队员组成的“灾后工作队”，宣传上级受
灾补助政策，逐村逐屯建立受灾清单台
账，做好灾后救助保障，全力把灾害带来
的影响降到最低。在防汛的关键期，一
些老党员、老支书主动站出来，72岁的江
西德安县磨溪乡磨溪村乡贤会长魏建忠

主动率领由退休老师、老劳模等组成的

53名平均年龄 65岁的乡贤队伍，监测水

情、走访民户，以行动回报桑梓。江苏淮

安市洪泽区组织防汛经验丰富的老党

员、老干部、老水利专家等，成立防汛抢
险党员技术专家服务队，积极参与汛情
研判等工作。志愿者队伍是防汛一线的
亮丽风景线，安徽繁昌县供电公司党委
的 20余名党员组成志愿服务队，应召赶
赴汛情严峻的黄浒圩堤架设照明线路，
经过近 8小时酣战，架设照明线路 12.5公
里，安装应急照明灯 550盏。

多方力量支持。入汛以来，不少非公
企业党组织积极参与防汛救灾、捐款捐
物。安徽芜湖市富林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主动对接县水务局、六郎镇等，组织专业
技术人员40名、大型机械设备30台，成立
全县首支社会化防汛抢险专业队伍，由县
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调度指挥。湖南常
德市鼎城区 200 多个两新组织为防汛一
线联合捐献1500多顶遮雨棚和价值近30
万元的方便食品。安徽无为市花渡河上
游港埠圩内河水暴涨，河内杂草、漂浮物
严重影响泄洪，赫店镇二埠村党员致富带
头人张忠华自发带领厂里 20多名工人跳
入河中清理杂物，经 3个多小时努力，终
于将河道疏通。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初心使命，
汇聚强大力量。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日夜奋战在
防汛一线，不辱职责使命、不负人民重托，
于洪峰来袭时勇斗滔天巨浪，在狂风暴雨
中守护万家灯火，用责任和担当谱写了一
曲曲感天动地的红色赞歌。

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

筑牢守护生命的“红色堤坝”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抗洪一线守初心担使命

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多地出现严重洪涝灾害，防汛形势十分严峻。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级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
中央决策部署，坚决把使命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全力以赴防
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在抗洪一线筑起一道道牢不可摧的“红色堤
坝”，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初心使命，守护着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大连新冠疫情初步排除
国内本土病例传播可能

据新华社大连8月3日电 辽宁省大连市卫生健康委主任赵作伟3
日表示，大连本次疫情可初步排除国内本土病例传播的可能，推测由境
外输入引起的可能性不能排除，疫情溯源工作在国家和辽宁省专家组
指导下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

赵作伟说，通过初步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大连本次疫情中病例最早
于7月 9日发病，大连凯洋世界海鲜股份有限公司病例的发病时间早于
该公司之外病例，提示本次疫情可能起始于该公司海产品加工车间，之
后在该车间迅速传播，并往外扩散。据了解，该车间共有 60名工人及
管理人员感染，罹患率高达61.9％。

“来自凯洋公司内外感染者样本的病毒基因序列高度同源，表明本
次疫情为同一个传播链。”赵作伟表示，通过个案流调和大数据比对，未
发现大连本次疫情与近期北京、新疆病例相关联的线索，病例标本的基
因测序结果显示与我国本土流行的新冠病毒基因型不同，也排除与乌
鲁木齐、北京新发地、吉林舒兰、哈尔滨和绥芬河疫情的关联性。

赵作伟表示，目前已基本完成整个大连城乡地区的核酸检测工作，
现有病例主要集中在大连凯洋世界海鲜股份有限公司所在的甘井子区
大连湾街道，占全部病例 83％。疫情发生范围相对局限，未发生更大
范围的社区传播，但也要高度警惕非大连湾地区的聚集性疫情及社区
传播发生的可能。他说：“疫情防控取得初步成效，疫情扩散态势得到
有效遏制，散发和小规模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依旧较大。”

美失踪8名士兵几无生还可能
搜救工作结束

新华社洛杉矶8月2日电 在判断日前训练中失踪的8名士兵几无
生还可能后，美国军方 1日晚宣布结束长达 40个小时、覆盖 1000多平
方海里的大范围搜救。

根据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远征队此前发布的消息，一辆载有15名
海军陆战队士兵和1名海军士兵的两栖突击车7月 30日在加利福尼亚
州圣克利门蒂岛海域进行日常训练时进水沉没，导致 1名海军陆战队
士兵死亡、8人失踪，其余人员获救。

美国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协调员德博
拉·伯克斯 2日说，美国已进入新冠疫情扩散“新
阶段”，农村地区同样面临威胁。

伯克斯当天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一些地方
政府采取的抗疫措施已开始显现效果，但“我们正
处于一个新阶段，今天看到的与3月和4月不同”。

“病毒异乎寻常地广泛传播，像侵袭城镇地区一样
在农村地区蔓延。我要对所有生活在农村地区的
人说，你们并非对病毒免疫或可以免受感染。”

伯克斯说，对抗新冠病毒的关键是坚持遵循
卫生防疫指导，包括戴口罩、注意个人卫生和保持
社交距离。她过去 3周走访美国 14个州，看到的
情况让人担忧。“你如果已选择赴疫情热点地区度
假，你确实需要返回、保护你身边那些患有并存疾

病的人，并假设自己已经感染。”
路透社报道，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成员、

分管病毒检测的联邦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助理部长
布雷特·吉鲁瓦尔同一天接受美国媒体采访，再次
强调戴口罩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不戴口罩，又不
限制室内人员聚集，病毒将继续肆虐……我们非
常担忧，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吉鲁瓦尔解释，如果大家都戴上口罩、避免
“扎堆”，在抑制病毒传播方面可以达到相当于全
面“封城”的效果。

依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美国是
全球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截至 2日累计确诊
病例达4665932例，累计死亡154841例。

新华社微特稿

伊朗制裁美国“鹰派”专家
伊朗官方媒体 2日报道，伊朗当天起对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前专家理查德·戈德伯格实施制裁。戈德伯格长期对伊朗持强硬立场，
媒体解读，伊朗对他制裁可能只具象征意义。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伊朗外交部的声明报道，对戈德伯
格实施制裁是因为他在“美国针对伊朗及其公民经济利益的恐怖主义”
中所扮演的角色。

根据声明，戈德伯格将没有资格获取赴伊朗签证或在伊朗金融机
构开设账户，也没有资格与伊朗实体开展金融交易。戈德伯格 2日就
所受制裁在社交媒体“推特”发文，自称“获得荣誉勋章”予以回应。

美联社报道，直至今年 1月，戈德伯格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工
作，负责伊朗问题。他任职期间，长期主张对伊朗采取严厉措施。戈德
伯格现就职于华盛顿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这一基金会长期鼓吹对
伊朗采取极端手段。伊朗去年8月对捍卫民主基金会及其首席执行官
马克·杜博维茨实施制裁，理由也是这一基金会和杜博维茨在对伊朗制
裁和“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中发挥作用。

美国政府 2018 年 5月单方面退出 2015 年伊朗与美国、英国、法
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的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此后，美国对伊
朗恢复并追加一系列经济和金融制裁，试图封杀伊朗原油出口。

伊朗最高领袖大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 7月 31日发表全国电视
讲话，指责美国对伊制裁是“犯罪”，短期目标是阻碍伊朗科技发展，长
远来看意在摧毁伊朗经济。但哈梅内伊说，减少依赖原油出口可有助
抵抗来自美国的压力。 据新华社专特稿

白宫专家警告美国疫情进入新阶段

美威胁对抖音海外版
等中国软件采取措施

外交部：坚决反对
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3日表示，美方在拿

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对有关企业做有罪推定并发出威胁，中方对此
坚决反对，呼吁美方一些人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停止滥用国家安
全概念推行歧视、排他政策。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2日接受采访
称，特朗普政府很快将对一些被认为威胁美国家安全的中国软件采取
措施，包括抖音海外版（TikTok）和微信等。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说，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在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对有关企业做有罪推定并发出威胁，这违背市场经济原则，暴露了美
方所谓维护公平、自由的虚伪性和典型的双重标准，也违反了世贸组
织开放、透明、非歧视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我们呼吁美方一些人认真倾听国际社会的声音，为各国市场主体
在美投资经营提供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停止将经贸问
题政治化，停止滥用国家安全概念推行歧视、排他政策。”汪文斌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