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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市红十字会
分别公布接收社会抗洪救灾捐赠方式

本报讯（记者 成燕）为支持郑州抗
洪救灾，帮助受灾群众渡过难关，按照
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郑州市红十字
会号召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积极为郑
州市抗洪救灾捐款捐物。

郑州市红十字会公布接收社会捐
赠方式如下：

接收捐款方式：
1.户名：郑州市红十字会
账号：999156009990012441
开户行：郑州银行互助路支行
2.户名：郑州市红十字会
账号：41001523024050001554
开户行：建行郑州桐南支行
联系电话：0371-67170161（捐

款）0371-67170099（物资捐赠）
又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为

支持河南抗洪救灾，帮助受灾群众渡
过难关，昨日，河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决定向社会发起救灾募捐。

1.现场捐助：
捐赠地址：郑州市金水路16号中

青大厦1712室
河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河南

省希望工程办公室）
捐助热线：0371-65902382
2.银行汇款（请注明抗洪救灾）
户名：河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开户行：工行郑州市行政区支行
账号：1702029109049015219

■昨日，蚂蚁集团捐款1亿元
支援防汛救灾，首笔1000万元将为
河南支援3万包物资。

■昨日，滴滴出行向河南捐赠
1亿元：滴滴公益基金会首批捐款1
亿元驰援河南，联合前线的救援机
构与慈善组织，用于保障当地群众
人身安全、紧急采购救灾物资，以及
灾后重建。

■昨日，宇通集团通过郑州市
红十字会向省市防汛救灾提供援助
1000万元。

■昨日，360集团宣布：360集
团及创始人、董事长周鸿祎将捐赠
2000万元，360数科宣布捐赠2000
万元驰援河南。

■7月21日，上海复星公益基
金会宣布捐赠5000万元资金和物
资，紧急驰援河南尤其是郑州等受
洪灾影响严重地区。

■7月21日高途宣布其创始人
陈向东向河南捐赠2000万元，驰援
河南，用于灾区学校重建。此外，高
途还设立了救助金帮助河南员工家

庭因灾重建，救助基金最高额度达
5万元。

■天津市融创公益基金会捐赠
善款2000万元

■龙湖公益基金会捐赠善款
2000万元

■比亚迪慈善基金会捐赠善款
2000万元

■郑州喜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捐赠善款500万元

■北京小米公益基金会捐赠善
款500万元

■广东栖花里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捐款50万元

■广东栖花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捐赠善款50万元

■深圳市励自聚美齿科医疗有
限公司捐赠善款12万元

■武汉海特生物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捐赠善款10万元

■寰宇通达航空运输服务有限
公司捐赠善款10万元

■北京大能视听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捐赠善款5万元

驰援河南

郑报全媒体记者 肖雅文成燕张倩徐刚领

社会各界捐款
逾4亿元赈灾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肖雅文）
昨日凌晨，河南省慈善总会公布接收
社会抗洪救灾捐赠方式，9时，总会收
到首笔大额善款 500万元。据悉，该
笔善款由北京泡泡玛特文化创意有限
公司捐赠，其中50万元定向捐赠给郑
州市儿童福利院。

截至昨日 17：30，总会中国银行
账户收到捐款近 2000 笔，共计 3.74
亿元（不含网络募捐方式捐款）。超过
20 家企业捐赠额超过 100 万元（含
100万元）。

接收社会捐赠方式如下：
捐赠户名：河南省慈善总会
账号：2585 0087 5828
开户行：中国银行郑州晨旭路支行
捐赠留言请填写：抗洪救灾
联系电话：
0371-65909051 65907950

又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肖雅文）截
至昨日 17：40，郑州慈善总会陆续收
到18家爱心企业的抗洪善款，其中三
笔善款单笔金额为2000万元。

为支持郑州抗洪救灾，帮助受灾
群众渡过难关，郑州慈善总会连夜开
辟绿色通道，紧急发起“风雨同舟 携手
共渡 防汛抗洪驰援郑州”慈善项目。

接收社会捐赠方式如下：
捐赠户名：郑州慈善总会
账号：905540120109024760
开户行：郑州银行桐柏路支行
联系电话：
赵娅慧 15037168123
与此同时，郑州慈善总会还发起

网络筹款“ 防汛抗洪 驰援郑州”公益
慈善项目公益宝，截至目前累计筹集
善款 28388.14元，共有 276位爱心人
士参与。

大爱无疆慈善力量
省总工会紧急下拨630万
专项资金慰问受灾职工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
竹）连日来的持续暴雨导致河南多地
受灾，7 月 21 日，省总工会已成立专
项工作组统筹负责全省工会系统参与
防汛救灾工作，安排 430万元专项救
灾资金，连同中华全国总工会下拨的
200万元资金一起尽快下拨到受灾地
区，主要用于应急救灾、过渡性生活补
助、受灾职工慰问和心理抚慰。同时
要求各地工会要尽快成立防汛救灾工
作领导小组，协助好当地党委政府做
好当前防汛救灾工作，安排好人员值
班值守。

20日，得知包括郑州在内的河南
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且受灾严
重，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时间启动工
会系统救灾程序，向河南省总工会紧
急下拨 200万元，用于慰问河南的受
灾职工。

根据各地受灾情况，河南省总工会
此次拟分配救灾补助资金如下:郑州
150万元，洛阳、平顶山、安阳、焦作、三
门峡、南阳、信阳、周口、驻马店各50万
元，鹤壁20万元，济源10万元。

目前，河南省总工会已号召各级
工会组织电力抢修、通信保障、应急救
援等劳模志愿服务队开展防汛救灾行
动，动员更多一线职工弘扬工人阶级
敬业爱岗勇于奉献的崇高品格，主动
参与救灾防汛，同时将依托各级工会
建立保障救助服务体系，及时统计和
了解受灾职工人数、受灾情况、职工需
求，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职工，走访因
灾陷入困境的职工家庭，激励广大职
工和工会干部投身救灾善后工作，组
织和指导受灾职工开展灾后重建和生
产自救工作，努力把受灾程度降低到
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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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汪永森 通讯员 刘志亮 唐及超
文/图）昨日 5时，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 489名消防指战员、96
辆消防车，携带 70艘舟艇、12台远程供水泵组等赶赴河南郑
州，增援抗洪抢险任务，并于13时许抵达郑州。

21日 13时，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增援力量接到指挥部
调派，赶赴郑州市桐柏南路隧道进行抽水排涝作业，该隧道长
度约220米，目前已被雨水灌满。

14时 30分，记者由河南省消防救援总队了解到，徐州消
防救援支队 3车 15人已抵达桐柏南路隧道积水现场，并开始
利用供水泵组进行抽水排涝作业。

暴雨突袭，郑州市委党校同志闻“汛”而动，常务副校长李
伟革带领校委紧急部署，连夜在洪水中撑起一个“家”，让郑州
福利院 498名孩子和 317名教职工免受暴雨侵袭，让近 200
名中原火箭军临时抗洪抢险突击救援队官兵和490名支援郑
州的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官兵无后顾之忧。

菜鸟启动物流绿色通道
优先免费运输抢险物资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肖雅文）河南水患牵动人心。

菜鸟昨日宣布，将面向河南省内运输启动物流绿色通道，开展
紧急救援运输。该通道将首先保障抢险物资和民生紧急用品
的运输，一旦接下任务，将免费送达。河南省内各界有相关需
要可以拨打菜鸟绿色通道热线400-900-5656，该热线24小
时接听，专人跟进。

河南水情发生后，菜鸟第一时间调动郑州及周边地区一
切可调动的运输和配送力量，全天 24小时响应，全力支援抢
险救援和居民生活物资的配送；并动员郑州当地有条件的菜
鸟驿站和社区对接，为社区居民提供力所能及避雨、饮用水等
支持，目前当地已经有近600家菜鸟驿站主动报名参加。

考虑到当前河南地区的运输需求量大，菜鸟绿色通道将
优先保障河南省内的运输，即收发货都在河南的需求优先，暂
不接受河南省外的运输需求。运输物资也优先承接抢险救援
和民生保障的紧急用品，其他物资运输请为它们让路。

三全食品将免费
提供紧急餐食产品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徐刚领）昨日，三全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将免费向社会提供紧急餐食产品。

郑州遭遇特大暴雨袭击，一些农贸市场、便利店和超市的
蔬菜等生鲜副食紧缺。公告称，为了在此特殊时刻尽企业一
份绵薄之力，公司研究决定对特定单位人群提供免费速冻及
自热食品，以解餐食燃眉之需。特定群体包括幼儿园、学校、
敬老院、福利院、医院、抗洪救灾一线人员以及车站、机场等有
滞留旅客的单位。上述单位如有需求可直接拨打热线电话：
15729377175、18839136575。

昨日早上，三全接到四中惠济校区的信息，由于积水道
路不通，学校食堂没有蔬菜、肉、面等生活物资，1000个孩子
中午吃不上饭，急需得到社会救助。公司得到消息后立即
和四中取得联系，经沟通，首批为孩子们提供 110件水饺、汤
圆，后续将根据学校需要继续及时保证孩子们吃得上饭、吃
上好饭。

江苏消防救援总队抵达郑州参与抢险

“看到迷彩服，我就知道自己得救了”
郑报全媒体记者 肖雅文 通讯员 焦景宏 蔡政洋 孙彬

7 月 20 日，一场暴雨让许多郑州
市民身处险境。17时，地铁 5号线沙
口路至海滩寺段被雨水倒灌，不少乘
客被闷困在停驶的车厢内，望着车外
汩汩倒灌的洪水渐渐上涨，心急如焚。

车厢内水面漫过胸部，氧气减少，
呼吸越来越困难，乘客绝望、无助的情
绪越来越浓。就在这时，郑州市南阳
路街道办事处 50 名民兵配合消防人
员迅速展开救援，解放军信息工程大
学 100名官兵冒雨驰援。由于地铁隧
道内雨水漫灌较深，救援人员无法靠
近车厢，更打不开车门，他们一边全力
排水，一边研究救援措施，最后官兵们
用切割设备从车厢顶部打开通道，把

被困群众一个一个接力营救出来。
一名群众被救出后，迅速加入救

援队伍。事后获救群众说：“一开始
被困，我吓得腿都软了，心里也差不
多绝望了，但看到迷彩服，看到有带
党徽的救援人员，我就觉得身上有了
力气，心里有了希望，整个车厢里也
平静不少。”

“枯河决堤，请迅速救援！”17 时
50分，正带领民兵在黄河大堤巡堤的
惠济区人武部部长朱自强、政委曹俊
峰，接到紧急情况。

赶到现场时，枯河决堤已有 13处
之多，沿岸变成一片汪洋，400余名群
众被洪水围困。更让人揪心的是，设置

在这个区域的疫情防控隔离观察点，有
300余名被隔离观察人员和医护人员
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战管涌、堵决
口、固险堤、救群众，100 余名民兵和
200名武警官兵挥汗如雨，跌倒了爬起
来再跑，摔疼了揉揉再战，连续 3个多
小时的高强度鏖战，洪魔被渐渐束缚，
群众被安全转移。筋疲力尽的官兵们
看到胜利的场景，瘫倒在阵地上。

“合作路枫叶小熊幼儿园 10名孩
子被困，请求支援！”

“中州大道三全路 10余名儿童被
困，请求支援！”

“高铁站 2000 名群众被困，请求
支援！”

“林科路小学多名学生被困，请求
支援！”

夜已深，雨未停。郑州警备区值
班室里电话铃声仍是此起彼伏。四处
调兵遣将、指挥救援，数千名民兵和官
兵仍在一线奔袭奋战。凌晨 2 点 30
分，刚刚从救援一线返回的警备区少
校军官孙晓金感慨地说：“一天的奋
战，雨很冷，身很累，心却很暖，今天救
援中，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解放
军好样的，看到你们，我就知道自己得
救了！”

一场场紧急救援，把郑州党政军
和群众的心系得紧紧的，比救援更暖
的是，党旗、军徽、迷彩处处可见……

最美“逆行”白衣天使
本报记者 汪辉成燕 通讯员 史尧

20 日深夜，省人民医院乳腺外科护士徐
涵终于从一张新闻报道的图片中，看到丈夫的
身影。在与丈夫失联的3个多小时里，她一直
在关注着郑州地铁5号线相关信息，只是希望
能找到丈夫的身影。徐涵的丈夫李英豪是省
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呼吸重症病区
的一名护士。当天17时许，他完成工作后，乘
坐5号线地铁回家。此后，两人便失去联系。

20日 18时 10分，李英豪乘坐的地铁经过
海滩寺站后，因为暴雨积水停在海滩寺站与沙
口路站中间。此时，司机通知乘客全部下车，车
身旁边的一条窄走道可通往前方的沙口路站。

作为第一节车厢的乘客，李英豪和其他乘
客一同在窄走道向前走。但是，窄走道前方是
一片断头路，必须先跳入水中再爬上走道才能
继续前进。李英豪跳入水中，发现水流不仅湍
急，而且高度已经快到胸口。当他爬上对岸走
道后，只要继续向前走就能到达沙口路站。但
他回过头，发现身后许多乘客因为害怕不敢跳
入水中，走道上排满了排队等待救援的乘客。
他立刻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决定留在原地
帮助乘客经过那个缺口。

李英豪耐心安抚着后方的乘客，一把又一
把拉着水中的乘客上岸。就在这时，李英豪发
现车厢另一侧窑洞旁的电缆上站着10多个人，
其中两人因为害怕几近崩溃。他观察了一下

周围的环境，大声告诉对面的乘客：“请相信我，
我是河南省人民医院的医务人员，你们现在的
环境暂时没有危险，但是我们必须要有绳索等
专业工具才能营救你们，请你们原地等待进一
步救援，不要消耗无谓的体能！”李英豪的沉着
冷静起到一定作用，对面乘客的情绪明显好转。

此时，更棘手的问题出现了，有乘客反映
车厢内还有很多乘客没有及时出来，有的已经
出现了呼吸困难的情况。

李英豪和另外一名地铁工作人员和辅警，
带着灭火器朝着列车的方向移动。情况危急，
他们到达现场后，果断用灭火器砸开了一扇窗
户。随着越来越多救援人员到来，车厢里的乘
客陆续获救。

当李英豪带着获救乘客走到沙口路站后，
陆续有心脏停跳的乘客被背了过来。他和车
上其他 3名仅有的医务人员开始轮流为心脏
骤停患者进行心肺复苏。

5个小时里，李英豪一直在忙碌着，拉乘
客上岸、背乘客在水中行走、跪地为患者进行
心肺复苏。待所有乘客获救后，他已腰疼得站
不起来了，被120急救车送到附近医院治疗。

“我支援过武汉，经历过风雨，首先想到的
是，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在人命关天的困难
时刻，我作为现场具有专业能力的人，有责任
和义务帮助后边的乘客脱离危险。”李英豪说。

新华社郑州7月21日电（赵国涛 赵婉
姝）按照习主席重要指示，在中央军委部署
安排下，截至 21日 15时，中部战区已相继
派出驻豫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民兵应急力量
5700余人，舟车装备 148台（艘），在郑州、
洛阳、新乡等30余个险情地段投入救援，全
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战区陆军某工程防化旅 75名官兵于 6
时许顺利完成伊川县伊河滩拦水坝爆破分
洪任务，投入后续救援行动。

战区空军某旅80余名官兵连夜挺进郑
州市区，开展营救受困群众、封堵堤坝等救
援行动。

空降兵军某旅出动650余名官兵，于凌晨
赶到贾鲁河险段，紧急封堵漫堤、加固堤防。

郑州联勤保障中心 170余名官兵分批
次投入郑州市管城区、郭家咀水库等险段，
抢修溃坝危坝、紧急疏散群众，并派出医疗
队伍开展巡诊。

炮兵防空兵学院、信息工程大学430余
名官兵会同武警河南总队280余名官兵，坚
守常庄水库、封堵管涌。

河南省军区出动 2000余名民兵，在郑
州、开封、洛阳、许昌、焦作等地10余个险情
地段执行疏通河道、疏散群众和巡查、加固
河堤等任务。

中部战区还采取卫星和飞机侦查手段，
对灾区实施空中监测。下一步，战区联指将
根据汛情发展，继续派出力量投入抗洪抢
险。洪水不退，官兵不退。

中部战区持续增派兵力
投入河南抗洪抢险任务

昨日凌晨，中部战区空军某部紧急出动130余名官兵，携带9台车辆和抗洪物资，前往贾鲁
河中牟段堤坝加固 郑报全媒体记者 肖雅文 摄

20日晚，国网郑州供电公司
接到郑大一附院的求助电话：该
医院老院区因配电房进水导致全
院停电。接到求助电话后，经过
近一夜的奋战，国网郑州供电公
司凌晨发电车“破浪”进医院，21
日5时，恢复ICU供电。

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华 摄

江苏消防救援总队抵郑增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