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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感谢有你”
北京、陕西、安徽等省市抢险救援队完成任务离郑

右图 7月27日凌晨1点，在管城区陇海
马路街道，武汉救援队完成抢险任务，列队登
车离去。小区居民自发赶来，打出标语，依依
不舍，欢送救援队。 本报记者 王思俊 摄

省慈善总会累计接收
救灾捐赠款物34.87亿元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肖雅文）截至 7月 27日 16时，河南省
慈善总会已累计接收救灾捐赠款物34.87亿元，其中资金33.8亿元，
物资 1.07亿元；共支出 28.35 亿元，其中资金 27.28 亿元，物资 1.07
亿元，已向指挥部报备待拨付资金 2亿元，物资已全部发往郑州，新
乡，周口等受灾地区。

省各级工会投入
防汛救灾资金超4000万元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董艳竹）记者7月27日从省总工会获悉，
截至7月26日，全省各级工会累计投入防汛救灾资金达4751万元。

郑州市总工会由党组成员带队，分 7路对外地支援郑州防汛救
灾的一线工作人员进行慰问，共慰问外地来郑支援防汛救灾的单位
26家、一线工作人员 1900人。郑州市二七区总工会到郑州七十四
中看望慰问参与救灾的部队官兵，并送去医疗药品 1000余盒；向灵
宝市救援队送去矿泉水 100 箱、方便面 50箱、面包 50箱、牛奶 20
箱、火腿肠 20箱及医疗药品 700余盒、口罩 500个。焦作市各级工
会为奋战在一线的 6.8万名防汛抢险人员、环卫工人、警察、水电气
等基础设施运维职工发放了价值232.8万元慰问品。

焦作万方铝业集团公司因受洪水倒灌，企业厂区被淹，被迫停
产，职工被困停水停电，焦作市总工会第一时间协调筹措了 5000瓶
饮用水、5000包方便面，由主要负责同志带队送至正在厂区进行自
救的一线职工手中。

新乡市总工会克服停水停电、道路积水等困难，于24日紧急安排
120万元（含省总50万元）专项救灾资金，拨付至受灾严重的卫辉市、辉
县市、凤泉区、牧野区等地，用于防汛救灾、应急救援、职工救助工作。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校友会
向荥阳卫辉捐赠救灾物资
本报讯（记者 成燕）7月 26日，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校友会带领校

友企业瑞茂通集团、和昌集团以及各地校友分会向河南卫辉、郑州
荥阳灾区捐助精准急需防洪救灾物资。

他们首先向卫辉市捐赠发电机组 20台、大中型抽水泵 277台，
以及包括 3000升柴油、2000米电缆、5000米排洪水带在内的全套
配件，各类方便食品饮品1100箱，常用药品一批。

随后，他们又马不停蹄赶往荥阳，向受灾严重的荥阳市崔庙镇
捐赠 4台 500千瓦大型发电机组及方便食品、药品 1000多箱。同
时，为让救灾机械即刻投入使用，还向两地派驻多名工程技术人员，
保障各类捐赠设备的正常使用。

据统计，此次，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校友会共向卫辉、荥阳两市捐
赠物资价值达数百万元。

雪天盐业向河南捐赠
600万元现金物资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爱琴）风雨同舟，共克时艰。7月 27
日上午，雪天盐业集团向省红十字捐赠 500万元现金物资，定向驰
援河南防汛救灾。

近日，河南郑州、新乡等地遭遇到史无前例的雨灾，给人民生产
生活造成重大困扰。灾情发生后，雪天盐业集团迅速召开相关会议
并组织人力、物力，通过湖南省红十字会捐赠 300万元现金和 200
万元救灾物资，定向驰援河南防汛救灾。捐赠物资包括居民生活必
需品、沐浴盐乳、消毒液、驱蚊液等，共 11419件价值 200万元。26
日下午，四辆满载的货车从雪天盐业出发，星夜兼程，已于 27日抵
达河南省红十字会，剩余救灾物资将于29日抵达。

据了解，此前，雪天盐业已向郑州盐业公司捐赠价值 100万元
的物资。目前，所捐赠物资正在联系交接当中。

郑州可口可乐企业
向灾区捐款500万元

本报讯（记者 陈凯）向郑州慈善总会定向捐款人民币500万元，
同时已经把超过76万瓶包装饮用水和饮料送达受灾地区……连日以
来，包括郑州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太古可口可乐（中国）有限
公司、可口可乐中国等可口可乐系统成员与众多爱心企业一道，积极
在郑州以及河南受灾地区展开灾情救援和社区援助行动。

灾情发生后，郑州太古可口可乐与可口可乐中国火速启动了“净
水24小时”救援机制，联合“壹基金”等公益组织，快速将救灾物资送
往各地。仅在 7月 21日当天，送出了 9.6万瓶包装饮用水。7月 26
日，郑州太古可口可乐已经开始复工，生产线也于27日起陆续恢复生
产，全力保障后续应急救援及全省消费者需要。据了解，该爱心企业
还专门组织了52人的“援助物资跟进”志愿者团队，确保每一瓶水都
送到需要的人手里。截至7月26日，包括郑州市、新乡市、信阳市、周
口市、鹤壁市等数十个下辖的社区、村镇、学校、社会福利院、医院等
共收到来自可口可乐中国系统超过 76万瓶包装饮用水和饮料等物
资。受助社区的居民及时感受到了来自企业的爱心。

本次灾害援助期间，除了持续捐赠的包装饮用水外，郑州太古
可口可乐还通过郑州慈善总会定向捐款500万元，用于防洪救灾和
灾后重建。

省敬老助老总会奉献爱心
本报讯（记者 秦华）7月 26日上午，河南省敬老助老总会将救灾

物资及时送到本次受灾较为严重的周口扶沟任庄养老院“金色家园”
养老场所，本次捐赠的物资有矿泉水、面包、火腿肠、桶面共650箱。

当晚，河南省敬老助老总会又连续派出两辆货车星夜兼程赶赴新
乡，向受灾严重的新乡市获嘉县同盟老年公寓、牧野区好佳老年服务中
心等12个“金色家园”养老场所和周边受灾转移过来的老年人捐赠救
灾物资，主要有消毒水1000箱、矿泉水300箱、手撕面包100箱等。

据养老场所负责人反映，目前失能老年人急缺纸尿裤且当地采
购困难，该总会立即购置纸尿裤1000提，先期捐赠新乡地区500提。

新乡好佳老年服务中心负责人说：“请总会放心，我们会用心用
情、守护好、照顾好每一位老年人。”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
者 李京儒）山河相望，豫哈
情深。26日夜里 12点半，
两辆运输货车跨越 2400多
公里的距离，从新疆哈密抵
达郑州，为郑州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河医院区送来了救
援物资。

车辆停稳，2000 多套
衣物、160 箱哈密瓜、30 吨
消毒液等 30多类生活物资
和消杀用品在志愿者手中
有序传递搬运。货车司机
李师傅心中也松了一口气：

“我们是前天晚上半夜 1点
多出发的，一车两个司机，
人停车不停，只想着赶紧把
我们哈密人的心意送到郑
州来。”

哈密市副市长付剑伟
动情地说道：“哈密是河南
十年对口援疆地区，多年来
河南对哈密做出了巨大贡
献，哈密人心怀感激，这次
河南的灾情也牵动了整个
哈密人的心。”

7月 21日，哈密全市上
下紧急动员，为我省灾区捐
助 100万个爱心馕、200吨
哈密瓜及新鲜牛羊肉等，并
于当晚出发，连夜驰援。截
至目前，已有 34 辆物资车
运往河南。

“感谢哈密，这些东西
对我们来说太及时了。”现
场，郑大一附院急诊科范超
林情绪激动，他在哈密职业
技术学院已支援一年半的
时间，放假期间，听说医院
受损严重，立即回到郑州和
同事一起开展生产自救。

“之前是我们援助新疆，如
今我们有了灾情，新疆人民
又来帮助我们了，这正是一
家人浓浓亲情的体现！”

“ 哈密人民在几千里之
外还在牵挂着我们，跨越千
山万水驰援郑州，这让我们
非常感动，豫哈一家亲，患
难见真情，豫哈人民的深情
厚谊值得永远铭记。”郑大
一附院院长刘章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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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汛”而动
组织救援队迅速赶赴受灾区域

7月 21日早 8时，中国五冶集团向郑州市郑东新
区管委会主动递交“请战书”，按照郑东新区管委会的
安排调度，第一时间分组开展救援工作。在接到赶赴
郑东新区金光路办事处开展救援工作的指令后，中国
五冶集团将抗洪抢险突击队编为三组，分头在重灾区
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中国五冶集团联系到 36人的专业救援队，会同
公司 20余人，组成首批救援队，驾驶 9艘冲锋舟前往
抗洪抢险前线。经过商定，将前线指挥部设立在郑
东新区莲湖路 3号，接到商都嘉园社区请求救援的消
息，突击队立即做好分工，分成两队人马，一支救援
小队赶往附近的商都嘉园社区，分批次将该社区数
百名受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继续前往金光路办
事处的救援小队在划行近 5个小时后到达该区域，与
办事处有关负责人碰头后，救援队员们立即按现场
需求投入救援。

紧随其后，第二组队员在新郑市购得若干冲锋舟，
连夜送往抢险前线；第三组救援队载着物资（矿泉水、
食用油、药品、面包）运往金光路办事处。

防汛救灾工作开展多日，中国五冶集团守土有
责，在负责的金光路办事处区域，每天用冲锋舟往返
几十次，向受灾严重地区运送各类生活物资，为居民
提供生活保障，并积极响应被困群众的求助信息。中
国五冶集团与办事处并肩作战，得到了办事处的支持
与感谢。

清淤排涝
做好灾后修复工作

在参与一线救援工作的同时，中国五冶集团坚
持把灾后修复工作作为当前抢险救灾的重要任务，

尽最大的努力恢复项目生产，持续帮助群众恢复生

活秩序。受暴雨影响，中原科技城项目内的城北供

电积水较深，情况紧急，中国五冶集团派驻人员 24

小时轮岗，持续进行排水作业，保障项目及周边区域

用电安全。并与郑新建投、科创一并及时救援徐庄

被困人员，积极参与后续排涝工作。
同时，中国五冶集团积极配合经开区管委会参与

项目排水排涝工作，得到了经开区管委会的高度认
可，25日下午，经开区管委会授予中国五冶集团锦旗。

截至 7月 26日下午 3时，中国五冶集团共救援转
移被困群众 500余人，其中，孕妇 10名，儿童 126名；
帮助受灾群众运送物资67趟，清理障碍物12处。

在救援过程中，中国五冶集团后勤保障部门还捐赠了 7艘
冲锋舟、3台 8千瓦发电机、1台 300千瓦发电机、20台抽水泵，
并提供了 3辆应急车辆以及雨衣、雨靴、铁锹、药品、食品等大批
救援物资。

与时间赛跑，与使命相伴，狂风暴雨里，紧要关头，更多的是
没有留下影像的守望相助故事，中国五冶集团将继续用实际行动
书写央企的使命与责任担当。

郑报全媒体记者 谷长乐

近日，河南省突降特大暴雨，降水量突
破历史极值，防汛形势严峻。汛情，就是命
令。中国五冶集团作为央企，积极承担社会
责任，快速驰援受灾地区，驻豫单位中国五
冶集团中原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援机
制，主动请缨，奋战在防汛抢险第一线。

山河相望 豫哈情深

哈密救援物资运抵郑州

又讯（记者 张立）27 日凌
晨，来自新疆哈密市伊州区的
三车救援物资运抵新郑。25 日
下午，哈密市伊州区已经先期
运送一批救援物资到新郑，哈
密人民以此表达对河南灾区的
支援。

27 日 凌 晨 2 时 许 ，三 辆 装
满货物的卡车，驶入新郑市一
处冷库院内。车上满载着来自
新疆哈密的馕饼、哈密瓜、矿泉
水等救援物资，也满载着新疆
人民对河南人民的深情。

“听说河南发生洪灾了，大家
都很关心，纷纷捐款捐物，表示支
援。”努尔曼是车队领队，他说，运
送救援物资的车队两天前从新疆
出发，两千多公里路程，走了近
50个小时。

简短的交接仪式之后，工作
人员将物资放入冷库。此时已是
凌晨3时。

此前的 25日下午，哈密市伊
州区已经送来价值 130 万元的
牛羊肉、馕、哈密瓜、牛奶等救援
物资。

27日凌晨，新疆哈密市伊州区的三车救援物资运抵新郑。本报记者 张立 摄

上图 7月27日上午，抢险救援队在圆
满完成了抢险任务之后准备离开，郑州市民
夹道欢送。 郑报全媒体记者 谷长乐摄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谷长乐）7月
27日上午，在圆满完成了抢险任务之后，北
京、陕西和安徽的抢险救援队伍离开郑
州。在离别之际，郑州市民夹道欢送，并高
呼“守望相助，感谢有你”。

据了解，这些救援队都是各地专业的
市政救援队，22日接到当地省住建厅的指
令后，连夜赶往郑州，据北京城市排水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现场负责人白艳坡介绍，
他们凌晨 4 点出发，总共 74 名救援人员，
带了 16 台设备车，分为 4 组单元，主要负
责郑开大道、京港澳高速等 7处积水抽排
任务，已连续工作 207 个小时，抽排 54 万
立方米积水。

蚌埠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现场负责
人介绍，22日晚上 9:30接到省住建厅指令
后，组织 13名队员、4台移动泵车，连夜赶
往郑州，主要负责火车站西广场、二七广
场、万象城等地的积水抽排。

圆满完成救援任务的有北京、陕西、安
徽的抢险救援队伍，已于当日上午离开郑
州，在离别之际，市民夹道欢送：“守望相
助，感谢有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