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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倩）昨日，受郑州
强降雨影响，飞机、铁路、地铁、高速等
交通出行，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机场
记者从郑州机场了解到，受天气影

响，郑州机场通行能力下降，有部分航班
延误或取消。截至16时，根据实际运行
情况，郑州机场大面积航班延误蓝色预警
升级为橙色预警。20日，郑州机场计划
进出港航班620多架次，截至17时，已执
行了进出港航班 160多架次，取消和延
误的航班超过200架次。

铁路
20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中国铁

路郑州局集团公司管内部分区段封锁
或限速运行，导致部分列车晚点运行、
停运或折返。

郑州站已启动极端天气应急预
案，郑州站西售票大厅 9至 12、19、26、
27号窗口为退票、改签窗口，东售票大
厅开通 14个退改窗口、4个退票窗口，
郑州东站在第一、第八售票处加开 5个
退票、改签窗口，以应对井喷式的退改
签客流。

乘客可在票面乘车日期起 30 日
内，到全国任意火车站退票窗口持乘车
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免费办理退票
手 续 。 通 过 12306 网 站 或“ 铁 路
12306”App 购票未取票的旅客，也可
在票面乘车日期起 30日内（含当日）在
网上直接办理免费退票业务。

地铁
20 日 18 时 42 分，据郑州地铁官

方 微 博 发 布 消 息 显 示 ，受 持 续 暴 雨
影 响 ，郑 州 地 铁 全 线 网 车 站 已 暂 停
运营服务。

公交
20日下午，郑州公交80多条线路临

时停运。郑州公交集团各运营分公司迅

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各个工作岗位人

员现场待命，全力做好公交运营工作。

高速
20 日 19时，据河南省高速公路路

警联合指挥中心发布消息显示，因降

雨，全省高速公路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

上站。京港澳高速、连霍高速、郑栾高

速等部分路段禁止所有车辆上站。

交警全警上路保通
救助群众300余人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玉东 通讯员 邢红军）连
续几天的暴雨，导致郑州市区多处路段积水，给出行造成
困难，郑州交警采取全警上路，加强监控浏览科学派驻警
力，加强巡逻及时拖移坏车，加强对全市交通设施的故障
排查检修等措施，确保雨天良好通行秩序。

截至 7月 20日 19时，郑州交警共出动警力 7500余
人次，出动警车 2300余辆次，拖移推离坏车和故障车辆
210辆，救助群众 370人，抢修故障信号灯 71处，抢修损
坏的交通隔离护栏等交通设施150孔。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谷长乐）昨日，郑州市紧急召开
城市防汛工作会议，安排部署城市防汛工作。暴雨仍在持续，
为确保市民出行安全，市城防办要求，防汛抢险人员全员上
岗，及时收集上报汛情、值守积水点，引导市民绕行，同时，做
好隐患排查和隐患处置，对全市河道、行道树、路灯等进行排
查，第一时间处理突发情况。

【市政】
“水不退、人不撤”，确保城区平安度汛
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根据郑州市城市防汛办总体部署，迅

速启动防汛预案，确保了降雨来临前各防汛责任单位及时打
开所有沿河雨水闸门，并对重点区域位置安装窨井防护框和
安全警示标志 200余套。各单位防汛人员保持通讯畅通，12
台移动泵车值守到位，严格落实24小时防汛值班制度。本轮
降雨过程，市政工程管理处 13支抢险队伍、461名抢险人员
和 100多台次车辆全部到达预定位置，值守人员及时清除窨
井箅子上的杂物加速排水，对安装防护框的窨井进行安全防
护，巡视复位移动的窨井盖等。在个别污水窨井外翻位置采
用防溢桶，有效解决污水外溢问题，减轻积水隐患，设置新型
挡水导流板替代传统沙袋，控制缩小积水范围，在不影响通行
的同时将水导流下排水口。降雨期间，31座各雨水立交泵站
全部开机抽升，确保最大限度加速退水时间。

目前，降雨仍在持续，防汛工作人员将始终坚守岗位，做
到“水不退、人不撤”，确保城区平安度汛。

【执法】
36个督导组对在建工地拉网式排查

结合近日连续暴雨、防汛形势异常严峻的现状，为全面做
好防汛应急工作，郑州市城市管理执法支队迅速行动，组织
36个督导组，对监管范围内在建工地、施工围挡等存在潜在
的风险点进行拉网式排查，做到全覆盖无遗漏。

城管大队执法人员重点对燃气加气站进行安全隐患排查，
督促经营企业加强安全防护，消除安全隐患；规划大队排查发
现一处工地护坡有喷水现象，及时通知工地负责人，密切观察
护坡塔吊变化，现场立即实施排险措施。建设大队检查发现一
处施工工地存在多处漏水点，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立即要求现
场施工方组织封堵漏水点、切断电源，重点防止滑坡塌方、围墙
倒塌以及触电事故发生。市政大队和安全质量大队重点检查
轨道交通工程、“一环十横十纵”道路提升工程、施工围挡、铁塔
箱体、路灯配电箱等市政设施汛期安全隐患问题，全力保障市

政各类设施的安全。房管大队深入房企项目进行检查。

【绿化】
125名抢险和应急人员迅速处置险情

连日来的特大暴雨，市城管局城市道路绿化管理处要求各责任单位
防汛抢险人员立即上岗到位，加强应急值守及道路巡查。

19 日下午起，绿化处工作人员在巡查道路时发现，多处行道树断
枝。为保证道路通畅和行车安全，绿化处立即启动防汛工作应急预案，组
织人员和车辆冒雨及时赶赴险情现场进行抢险处理。

截至 20日下午，抢险工作共出动巡查与应急人员 125人，出动车辆
16辆，清运断枝、干枯枝234处，安全迅速地处置了险情。

青年突击队
奋战在一线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记者昨日获悉，为
应对极端天气给人民群众生活和全市重点建设项目造成
的影响，充分发挥全市各级青年突击队在防汛工作中的
作用，服务郑州防汛工作大局，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团市委组织动员全市青年突击队，根据本单位工作性
质和职能划分，协助各级防汛机构做好各项防汛工作。

目前，全市交通运输、市政工程、重点项目、电力、自
来水、燃气、通信、消防救援等行业的 100余支青年突击
队正奋战在防汛工作一线，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做好隐患排查
确保文物安全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赵雯）面对历史罕见的超
强降雨天气，昨日，市文物局负责人带队深入部分区县
（市）督导文博系统防汛工作，积极采取相关举措，确保文
物安全工作落实到位。

据了解，7月 19日，该局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各级部
门防汛工作要求，紧急部署文博系统防汛工作，针对全市
文物遗址点多面广、分布区域大等特点，要求各文博单位
迅速组织干部职工认真做好文物安全隐患排查，清理疏
通安全通道，确保汛期文物安全。

按照要求，全市各文博单位须重点防范文物保护单
位、博物馆单位、考古发掘工地、古建筑维修工程等倒塌、
损毁及电线电器短路等灾害，制定防汛安全应急预案，开
展紧急文物防汛救灾工作，严密排查馆舍遗址防护措施。

卫生部门全天在岗
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京儒 通讯员 周二彬 徐
淑玲）昨日，记者从郑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获悉，7月
19日 15:00至 7月 20日 15:00，120指挥调度大厅受理
电话 3319次，出车 531次，接诊 374人次，与平日相比，
电话呼入量明显增多。

针对汛期以来的紧急形势，市卫健委在全系统迅速部
署防汛应急工作，要求各单位切实提高防汛意识，制定防汛
应急预案，做好物资储备，加强信息收集。防汛值班人员在
岗在位，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和领导带班制度，认真
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做到万无一失，确保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确保全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19日以来，我市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
部特大暴雨。汛情就是命令。我市各区县
（市）干部群众积极行动，共同应对，确保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

巩义：转移群众3600余人
面对汛情，巩义市从党政机关到企事业单

位，从领导干部到普通群众，闻“汛”而动，快速反
应，全力开展应对处置工作。截至记者发稿时，
该市共转移群众1102户、3620人。

根据雨情变化，巩义市及时启动防汛应
急一级响应。巩义市主要领导全部在一线调
度，市县处级领导全部到分包镇（街道）指导
防汛救灾工作。各镇（街道）全体班子成员带
队深入村（社区）排险救灾，同时，强化水利、
交通、城管、电力等部门联动，加强对河流、水
库、地质灾害、城市基础设施等巡查排查，及
时排除隐患。加强企业安全防范，做好有可
能进水企业及存在热炉企业的停工停产工
作，防止热冷相击产生爆炸事故，目前有隐患
的企业和生产线已全部关闭。确保人员安
全，要求全员上阵、严防死守、严阵以待，对于
存在安全隐患的危房、破旧厂房、在建厂房，
立即排查，存在人员的强制迁出。

登封：多部门联动应对强降雨
7 月 19 日以来，登封市周密部署，各司

其职，立即行动，冒雨开展道路疏堵保畅、帮
助受困群众等工作，奋战在抢险一线，全力保
障全市各项生产生活顺利进行，切实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登封市水利局实行全天 24小时值班制

度，全面开展水利工程安全巡查，对水库大坝、

涵闸、溢洪道、行洪河道进行全方位巡查，预防

出现渗漏、管涌、滑坡、塌方等安全隐患。登封

市公安局快速响应，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开展紧急保通工作，实行全天候执勤的勤务模

式，加大对重点路口、路段、坡路桥梁等处的交

通秩序维护和疏导。交通部门立即行动、迅速

集结，加大对国省公路、乡村道路的巡查力度，

及时提醒过往车辆驾驶员注意路况，全力保障

极端天气情况下道路运输安全。

荥阳：多举措积极防范
遭遇强降雨天气，荥阳市采取多举措积

极防范应对，做好城市防汛工作。

针对11个乡镇183个山洪灾害防御村的

潜在风险户，实行一户一名责任人，落实安全

转移措施和路线，已转移受地质灾害威胁的

32户 84人至安置点。城市防汛方面，共出动

12辆防汛车、20多辆渣土车，80余人继续值

守和处理3个积水点。对桃贾路陇海铁路涵

洞派专人值守，进行临时管制；庙王路郑上

路—科学大道段（含陇海铁路涵洞）路面积水

严重，实行交通管制，专人值守。共储备各类

防汛物资23类，19万余件。

中牟：党员干部冲在前
中牟县各级各部门党员干部在风雨中

逆行，日夜坚守在城市防汛排涝工作一线。
中牟县城管局全面启动防汛排涝预案，

快速投入防汛救险中。该局连夜出动 78人
开展防汛排涝排查，新老城区共 6个点位内
涝情况较为严重，工作人员不顾个人安危，现
场打开雨水篦子加速排涝。截至20日中午，
该局共出动 13台移动泵车至积水严重点进
行抽排，千余工作人员坚守在防汛一线，成为

“雨中最美逆行者”。
7月20日凌晨4时许，中牟县姚家镇政府

50人的应急队伍迅速集合完毕，立即奔赴辖
区丈八沟险情现场。同时，预备队、民兵80人
紧急集结前往。丈八沟附近村庄200余名党
员、群众闻讯而来，自带工具，自愿加入救灾
队伍，搬运沙袋，清理淤泥……在300余人长
达7个多小时的连续奋战下，丈八沟险情基本
控制，无人员伤亡。据统计，姚家镇有700余
名党员、群众自发加入抢险工作。经过镇村
干部、党员、群众长达30小时连续奋战，目前，
该镇辖区道路无塌陷情况，各村房屋状况良
好，各部门仍在持续巡查值守。

新密：万名干群奋力抢险
截至目前，新密市已有万人大军奋战在

抢险一线，筑起安全防汛的坚固长城。
大灾面前，新密市财政、水利、应急、城

管、气象和资源规划等部门紧密协作，共同发
力。做到了资金、物资、人员和后勤“四到
位”。目前，该市已成立应急救援、交通排险、
基干民兵、驻村工作队等 60 支市直防汛队
伍，投入资金近亿元。

党员干部冲上前。洪水肆虐，党旗飘
扬。大雨中，新密 350多个行政村及居委会
的党支部带领突击队冲锋在前，哪里有险情，
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当前，该市已有万余人的救护大军活跃
在乡村，他们查险情、看民房、清路障、保供
应。各驻村工作队与村党员排水除涝，守坝
护田，抢修供水供电设施，恢复农业。该市
13个乡镇将 928 名群众纳入战时人员转移
重点，抽调1000多名党员干部深入受山洪威
胁的 165个行政村开展逐村、逐户、逐企、逐
单位、逐部位排查，并迅速启动紧急避险和应
急响应，目前，已避险撤离群众15000余人。

截至20日晚19时，该市受灾的100多条
路堰、200多条路、9处居民点全部恢复。

新郑：全力救援被困司乘人员
19日晚，龙湖镇 20多辆汽车被困，救援

人员进入齐腰深的水中解救，所幸未造成人
员伤亡。

19日晚，新郑市龙湖镇连降暴雨，龙湖
镇区双湖大道锦艺城路段积水较深，23 时
许，造成20多辆车司乘人员被困水中。龙湖
派出所民警在排查时发现该情况后积极展开
救助。闻讯赶来的消防救援队员、政府网格
员、志愿者共同实施救援，直到凌晨3时将全
部被困车辆转移至安全地方。

金水区：4000人战汛情
金水区城市防汛办公室积极调度各方力

量，区各城市防汛办成员单位持续奋战，已相
继组织近 4000人的防汛队伍战斗在城市道
路一线，保障辖区安全。

目前，金水区已出动防汛工作人员 160
余、环卫工作人员 3500 余人、防汛车辆 38
台，清理裹挟杂物导致排水不畅雨水井 120
余座，设置安全警示标志56个；处理沙口路、
丰乐路、花园路、优胜北路倒伏行道树 8棵、
断枝15处。

中原区：应急处置排险情
“颍河路水位急速上升，积水很深还容

易造成塌方，你们来帮帮忙吧！”7 月 20 日
12时 40分，公厕巡查罗慧磊接到一个求助
电话。为解决居民出行不便和困扰、防止积
水造成塌方，航海西路办事处也向中原区城
肥队求助。

中原区城肥队接到险情求助电话，迅速
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响应，10分钟内12名志愿
者、两辆车全部到位，迅速赶往险情现场开展
救援工作。采用抽粪车将积水抽排，并疏通
下水道，以助快速退水。应急抢险队员冒着
大雨，在积水中忙碌，尽最大努力排除险情。

二七区：全员进入战时状态
搬运沙袋、疏通排污口、架起警示牌、抢

险救灾……二七区全员进入战时状态，24小
时全线待命，以雨为令，闻“汛”而动。

连夜降雨，导致城市街道积水猛增，水库
河道水位急速上涨，樱桃沟、钓鱼沟、足球小
镇等3个景区被水淹没，大坝、道路等受到不
同程度损毁，为分割引流填堵塌陷，樱桃沟管
委会市政所迅速准备防汛物资，工作人员将
沙袋一袋袋搬运至车上，并转移受灾群众
140户约430余人。

应对汛情，二七区对所有积水点实行“一
点一策一方案”，辖区重要积水点均配备水
泵、设置安全导行设施，人员24小时坚守，及
时劝阻过往行人和车辆。目前，全区已落实
防汛机械和装备53台（套）、编织袋3.6万条、
铁丝铁条 1240公斤、桩木 190余立方米、砂
子碎石1870立方米、移动泵车14辆、各型防
汛抢险车 57辆，并严格执行 24小时防汛值
班值守和领导带班制度，全区防汛队伍 22
支，抢险队员3500余人，时刻保持备战状态。

管城区：救灾抢险随时出战
入汛以来，管城区精心部署、审慎谋划、

统筹调度，建立健全防汛指挥机制、储备归整
防汛物资队伍、认真开展工程险情整治、紧抓
督查责任制落实，从早、从严、从实做好各项
防汛工作，确保安全度汛。管城区健全以区
长为指挥长的防汛抗旱指挥体系，形成“一部
三办”工作运行机制，明确区防指领导成员及
43个成员单位责任分工和工作职责。

管城区坚持“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
备”的原则，备足备全防汛物资。其中，应急
物资保障库共储备小吸水泵58台、大吸水泵
8台、救生圈 1787个，水泥、大沙、石子、编织
袋、沙袋以及防汛车辆、皮划艇等物资一应俱
全，通过定领导、定任务、定人员、定工具，做
到遇险时拉得出、抢得上、守得住。同时，建
立政府性质应急救援 19支 2093人的队伍，
坚持 24小时防汛值班，保持通信 24小时畅
通，全员在岗在位，随时参加救灾抢险工作。

惠济区：重点部位专人值守
应对暴雨，惠济全区各部门迅速反应，积

极开展应急防汛各项工作，保障居民的生命
财产安全。党员领导干部靠前指挥，进一步

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会商研判，所有防汛工作

人员全部奔赴一线，迅速进入战时状态。各

镇（街道）紧急响应，对雨中应急处置工作进

行安排部署。全区各城市防汛成员单位、各

镇（街道）时刻绷紧防汛这根弦，开展全面巡

查及防范处置工作。对排查到的每一处积水

点，设立警示标志，安排专人 24 小时值守。

积水点联络人员手机全天保持通畅，随时报

告突发状况。

惠济区城市管理局在易积水区域，架设

抽水泵及时排水；刘寨街道对辖区铁路、涵

洞、积水道路等重点部位派专人巡逻值守；江

山路街道不定时对涵洞附近排水泵进行排

查；新城街道组织人员在积水较深的路段前
方设置警戒带，提醒行人提前绕行；花园口镇
8个村组建 1200 余人的防汛抢险队伍和青
年民兵应急抢险队伍随时待命……险情面
前，到处都是“战时状态”。

上街区：以“迅”应“汛”显担当
上街区城管局立即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

响应，各级防汛责任人立即到岗到位。该局组

成5支小分队，深入一线，积极配合各镇办开展

防汛工作，加强重点部位、薄弱环节盯防。

为了做到快速处理城市积水，上街区城

管局运用视频监控系统，通过指挥中心 443

个摄像头及时查看各立交桥、各路段路面积

水情况，安排专人对积水情况进行实时识
别。一旦发现积水情况出现，立即通知巡查
组快速地到达积水点，及时进行处置。

闻“汛”而动
——我市干群同心共筑防汛“堤坝”

本报记者 武建玲 谢庆 张立 卢文军 李晓光史治国 刘伟平 党贺喜 孙志刚王思俊 杨丽萍

飞机铁路地铁等交通出行
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暴雨中的最美逆行人

一场暴雨突
袭，城区积水深，
有人被困车内，有
人爬到车顶等待
救援 …… 一群可
爱可敬的逆行者，
冒雨全力抢险，安
全转移被困群众。

郑报全媒体记者
谷长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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