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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 21日上午，省委书记楼阳生
再次到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召开会商会，传达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
示，对全省防汛救灾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安
排。省长王凯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郑州市、省应急厅、省水利
厅、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国家电网等关
于防汛救灾情况汇报，现场进行会商调度。

楼阳生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
体现了对防汛救灾的高度重视和对人民群众的
深切牵挂，为做好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
了遵循，是我们战胜困难的最大精神力量。我
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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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这场硬仗。

就进一步加强防汛救灾，楼阳生部署了
12项重点工作。一要持续加强对水库、尾矿
库、头顶坝的巡查检查。经气象部门分析研
判，本次降雨结束后，近期仍将有强降雨。当
前土壤的水饱和度高，水利设施承压很大、比
较脆弱，要点面结合加强巡查检查，“面”上要
确保全覆盖、全天候、无遗漏、无死角；“点”上
要聚焦已经出现险情的地方，采取有效措施、
重点安排部署，尽最大努力防止垮坝事件发
生。二要精准研判处置河和堤的险情。聚焦
黄河、淮河干流以及贾鲁河、沙颍河、洪汝河

等支流的河道、堤岸和滩区，及时科学研判，
采取硬措施，把群众安全转移作为首要任务，
牢牢守住不发生群死群伤事故的底线。三要
坚决防范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加强对
局部降雨的预报、预测和应急指挥，县乡干
部要沉到一线，及时组织群众避险。四要暂
缓旅游景区开放。对降雨可能带来的风险和
引发的次生灾害，绝不能有丝毫麻痹、疏忽、
侥幸，旅游景区没有关闭的要立即关闭，已经
关闭的没有指令不能开放。五要保障航空、
铁路、公路、桥梁、隧道畅通。河南是全国交
通大动脉大枢纽，保畅通的任务重、责任大，
要抓紧调度力量抢修损坏的设施，尽快恢复
交通。在气象条件允许、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尽快恢复航班运行。对滞留的旅客要加强生
活保障，做好住宿、饮食以及疏导、安抚等工
作。六要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对出
现险情的水库、河段，既要及时行洪泄洪、降
到安全水位，确保防洪安全，又要精准指挥、
科学调度，避免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造成冲
击，保障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切实
做到两者兼顾、不可偏废。七要防范消除城
市内涝次生灾害。紧盯地铁施工、建筑工地、
老旧房屋及围墙、交通干道、下穿隧道、危化
工厂、商场超市等重点部位，加强检查、加强
警戒，及时排险救援，通过多种方式滚动发布

预报预警信息，引导群众加强安全防范，坚决
防止发生因路面坍塌、房屋倒塌、严重积水、
爆炸泄露等造成重大伤亡事故。八要全力维
护公用设施正常运行。加快恢复受灾区域供
电、供水、通信等，尤其要把保障电力供应作
为先导性先决性条件，加快抢险抢修进度。
九要开展灾后恢复重建。对水毁工程、水毁
房屋等，各市县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快
组织动员各方力量开展抢修。对于水毁农
田，农业部门和农技人员要加强指导，及时补
种改种，最大限度降低损失。十要扎实做好
群众帮扶救助工作。全力以赴救治受伤群
众，做好遇难群众善后工作，防止因灾返贫。
把大灾之后防大疫摆上突出位置，加强易发
疾病监测防控，及时全面消杀。保险机构要
启动理赔应急处理机制，切实做到应赔尽赔、
应赔快赔。十一要加强抢险救灾宣传。及时
报道党委、政府关于防汛救灾的决策部署和
具体行动，大力宣传在一线抢险救灾的广大
干部群众、解放军、武警、民兵预备役等感人
事迹，凝聚众志成城防汛救灾的强大正能
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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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发生泄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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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河南日报》）

楼阳生到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召开会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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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凯出席

中国红十字会开展
河南救援救助工作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记者 徐壮）7月 20日，河南省遭
遇极端强降雨。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获悉，作为国家防总
成员单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根据灾情向
河南省紧急调拨帐篷、救灾家庭包、冲锋衣、毛巾被等救灾物
资，并派出救灾工作组赶赴郑州详细了解汛情灾情，指导河南
省红十字会开展救援救助工作。

河南省红十字会针对洪涝灾情启动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
应，派出红十字水上救生、搜救等7支救援队，开展受灾群众搜
救、转移安置等救援工作，并拨付紧急救灾备用金，用于采购急
需物资。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紧急启动“天使之旅——驰援河南
洪灾行动”，先期支援河南省 5000只赈济家庭箱，每只赈济
家庭箱可保障一户三至五口人一周的应急生活基本需求。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支援抗洪一
线应急救援队开展工作，组织红十字防疫消杀志愿服务队，协
助当地做好卫生防疫工作，支持灾后重建。

国家发展改革委：

全力保障河南受灾地区
煤电油气运平稳有序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记者 安蓓）记者21日从国家发

展改革委了解到，7月20日，河南遭遇大范围极端强降雨天气，
电力、煤炭等供应受到影响。经各方共同努力，截至 21日 8
时，45.06万用户已实现正常供电，约三分之二重要用户已恢复
供电，其余电力用户正在全力抢修。

据了解，受极端强降雨天气影响，河南省特别是郑州市受
灾严重，1座 500千伏变电站、8座 110千伏变电站和 1座 35
千伏变电站因场地受淹等原因紧急停运避险，98.22万用户供
电受到影响，其中涉及重要用户 49户；到达郑州市周边及经
郑州发往重点地区的铁路煤炭运输影响严重，公路煤炭运输
基本停滞。国家发展改革委迅速组织有关方面积极应对，加
大跨省区支援力度，全力保障河南省煤电油气稳定供应。

据介绍，针对煤炭供应问题，正通过优化调度、加大清洁
能源发电、增加燃气发电出力等方式应对；针对交通受损问
题，正会同铁路和交通部门加紧抢修，争取尽快恢复正常。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运行调节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
已建立的日调度机制，继续会同有关方面，积极应对本轮强降雨
天气后续影响，全力保障河南省受灾地区煤电油气运平稳有序。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市统计局昨
日发布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上
半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6314.9亿元，
同比增长 12.5%，高于全省 2.3个百分
点，低于全国 0.2 个百分点；两年平均
增长 6%，高于全国、全省 0.7个、1.2个
百分点。

经济运行稳定恢复稳中向好
市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分析，今年

上半年，我市积极扩投资、促消费、稳

工业，经济运行稳定恢复、稳中向好，
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两年平均增速整体
加快，全市经济整体呈现稳中提质、稳
中加固态势。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完成
71.6 亿元，同比增长 6.4%，低于全国、
全省均为 1.4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
1%，低于全国、全省 3.3 个、1 个百分
点。第二产业增加值 2486.1 亿元，同
比增长12.5%，低于全国2.3个百分点、
高于全省 4.4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

6.2%，分别高于全国、全省0.1个、2.3个
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3757.2亿元，
同比增长 12.6%，高于全国、全省 0.8
个、0.2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5.8%，
高于全国0.9个百分点、低于全省0.2个
百分点。

工业运行态势良好
上半年，全市工业运行呈现良好态

势。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19.8%，分别高于全国、（下转六版）

上半年郑州经济增长12.5%
GDP达6314.9亿元 两年平均增速高于全国全省水平

财政部紧急下达1亿支持
河南省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记者 申铖）财政部21日紧急下

达 1亿元救灾补助资金，支持河南省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其
中，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6000万元，用于支持灾区开展应
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和水利
救灾资金4000万元，用于支持灾区开展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和
水毁水利工程设施修复等工作。

财政部表示，河南省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
第一位，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按照相关资金管理
办法规定，管好、用好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 7月 21日主持召开国
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抓紧抓实防汛
救灾工作，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听取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情况汇
报，研究深化金融业开放工作；确定
进一步深化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
优化口岸营商环境的措施。

会议指出，近日我国多地强降
雨，昨日河南局地又遭遇极端强降
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特别是罕见
的城市内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
财产损失。当前我国正处“七下八
上”主汛期和防汛关键期，据气象预
报，近期部分地方仍有强降雨。要
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把保障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强化
责任制，落实各环节责任。一是组
织相关专业力量，调集资金和物资，
支持帮助河南全力抢险救灾，做好遇
险人员搜救、伤员救治、受灾群众转
移安置、遇难者善后等工作。二是
加大对重点地区防汛抗灾的支持，
增派人力，备足物料，（下转八版）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抓紧抓实防汛救灾工作
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汛情给我市带
来巨大影响和损失。截至 7月 21日 15
时，贾鲁河、双洎河超过警戒水位，11座
中型水库超限。

汛情就是命令，抢险就是责任。郑
州全城行动，积极应对汛情带来严重内
涝、河流水库超警戒水位等情况，精准调
度，抢险救灾和生活生产恢复工作正在
稳妥有序推进。

（一）总书记关心关注防汛救灾
党中央高度关注河南、郑州本轮强

降雨过程。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
示，对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恢复工作提出
明确要求。省委省政府迅速召开会商
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对全省防汛救灾工作进行再部署再
安排。省领导赶赴一线，听取指导抢险
救灾工作。

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靠前指挥、一
线指挥。7月 21日凌晨 4时、上午 8时，
连续召开紧急调度会，对全市防汛救灾
工作进行实时调度。21日晚 8时 30分，
又召开防汛指挥部领导小组视频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落实全省调度会议部署要求，听取有关
情况汇报，现场调度部分区、县（市）防汛
救灾情况。市领导多次赶往郭家咀水库
抢险指挥部，与国家应急管理部工作组、
中部战区负责同志、省市相关部门、抢险
专家现场研究水库泄洪方案。

省市领导要求，各级各部门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
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安排，始终把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千方
百计疏通溢洪道、深挖泄洪道，确保不发
生溃坝事故、不发生次生灾害。要进一
步提高抢险专业性，最大限度减少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要坚决落实责任制，
充分发挥领导干部带头作用、党员模范
先锋作用，迅速行动、主动作为，严格做
好抢险工作，妥善转移安置群众。要坚
持防汛救灾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同步部
署同步推动，进一步做好城市道路疏导、
涵洞隧道排水、供水供电恢复、卫生防疫
等工作，让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二）郑州有难八方支援
“大雨无情人有情！”郑州特大暴雨

洪涝灾害发生后，全国各地民间志愿救援队闻讯而动，吹
响抢险救灾集结号，驰援郑州。20日晚，厦门曙光救援
队11名队员两台车辆，携带融合通信系统和指挥通信平
台及船艇等抗洪装备物资，赶赴郑州。21日上午，第一
批队员赶至郑州，并第一时间抵达受灾严重的巩义，展开
一线救援任务。截至 21 日 20 时 00 分，郑州市共接收
216支外地救援队伍，526辆车、321艘冲锋舟、1568名
救援队员，深入郑州市金水区、经开区、新密等区县（市）
救灾一线。

（三）驻郑官兵有你就心安
郭家咀水库漫坝，100名武警官兵火速增援；常庄水

库超汛限，200名驻郑官兵参加抢险。汛情就是命令！
市防办紧急启动军地应急救援联动工作机制，加强与解
放军、武警部队和民兵力量的沟通，适时协调调度。截至
21日 20 时，警备区共出动 12个县区基干民兵 5286 人
次，协调 8家驻军 2410人次，出动各类装备 216台（艘），
参与常庄水库、郭家咀水库、贾鲁河等险情处置，郑州东
站维护秩序，地铁 5号线沙口路站、中牟农场、郑州附属
外科医院、枫叶幼儿园被困人员转移等 15次救援行动，
共转移受灾群众300余户，解救被困群众1000余人。

（四）我是党员我先上！
“我是党员我先上！”郑州市城管局聚合市政、环卫、

执法和志愿者及外援力量。全力以赴加速城市内涝抽排
和主次干道的保洁。出动市政专业排涝人员4000余人、
31台泵车、900余台水泵，完成瑞达路立交涵洞、经三路
城东路隧道、黄河南路下穿陇海铁路涵洞等12处隧道桥
涵的抽排任务，出动环卫工人 2万余人，专业环卫车辆
2400余台，对快速路和主次干道进行保洁；市委组织部
第一时间成立5个党员突击队，深入受灾严重的社区，协
助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在防汛“战场”上擦亮“党员名片”；
民政系统迅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1000余人参加一线抢
险救灾工作，隐患排查及转移安置800余人，配合社区道
路清障200余人。郑州图书馆第一时间向滞留读者敞开
怀抱；全市星级饭店为受困市民敞开大门。全市广大党
员干部闻“汛”而动，主动作为，用实际行动维护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五）基层干群奔忙一线
山体、道路多处塌方损毁，32条道路 104处 29.91公

里；汜水河沿线米河镇区、小关镇区灾情较重；66899人
受灾，30494间房屋受损。巩义市各乡镇街道办全员上
阵、严防死守、严阵以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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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群众
8823户、34971人。中原区基层干部下沉一线，累计发
现道路安全隐患 437处，正在继续抢险 45处；六厂前街
路面坍塌，临近居民全部撤离；中钢家属院门口塌陷，临
近群众全部撤离；建设路街道转移居民67户 205人。那
一个个在风雨中如磐的身影，绽放的是基层干部在灾情
一线的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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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昨日下
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防汛
应急”新闻发布会，来自省应急管理
厅、交通运输厅、水利厅、气象局和郑
州市政府的相关负责人、专家，发布
防汛救灾信息，回应公众关切。发布
会开始之前，在场人员全体起立，向
灾情中的遇难者默哀。

强降水致25人死亡7人失联
17日 08时~21日 14时：我省出现

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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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平均降水量最

大为郑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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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已紧急避险转移 16325 人，
紧急转移安置 164710人；农作物受灾
面积 75 千公顷，成灾面积 25.2 千公
顷，绝收面积 4.7 千公顷；直接经济损
失54228.72万元。

49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
受本次降雨影响，目前全省共

有 9 座大型水库、40 座中型水库超
汛限水位，贾鲁河、沙颍河、洪汝河

出现涨水过程。7 月 20 日 12 时 30
分常庄水库下游坝坡出现的管涌险
情，已于 20 日 19 时排除，目前水库
运行正常。郭家咀水库存在溃坝风
险，20 日凌晨第一时间转移了下游
群众，经开挖沟槽泄水，水位已降到
漫顶高程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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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于战
时状态，地方党委政府及各级责任人
在岗在位，（下转二版）

河南通报防汛救灾情况回应公众关切
郑州多措保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