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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今天多云，局部阵雨；西南风4－5级；26℃－34℃

明天多云；西到西南风2-3级
今日市区空气质量预测：优

总第16051期
今日4版

本报讯（记者易鹤）昨天，市
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联合发
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迅速贯
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把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
首位，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坚持一
手抓救灾、一手抓复产，迅速恢复
灾后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最大程
度减轻灾害影响和损失，确保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稳定。

通知强调，要迅速恢复群众
生活秩序。把安排好受灾群众生
活作为首要任务，切实帮助解决
受灾群众的实际生活困难，特别
是要加大对困难群体的救助力
度。全面检测受淹房屋，确保群众
人身安全。做好稳定市场物价等

工作，维护市场正常经营秩序。要全
力开展灾后生产自救。各地各有关
部门要深入灾区开展灾情核查评估
工作，尽快展开扶苗、抢种、补种等
生产自救，把台风影响降到最低程
度。各保险机构要开辟“绿色通道”，
加快理赔进度，积极做好灾后施救
和查勘理赔各项保险服务工作。要
加快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及时修复
台毁工程，抓紧解决局部停电停水、
城市内涝、交通及通信公共设施损
坏等问题，尽快恢复电、水、气、通信
等正常安全使用，加快受损干线公
路、桥梁、涵洞、乡村道路的修复，尽
早恢复公共交通等秩序。要坚决防
范各类次生灾害。

【下转第4版③】

市委办、市府办发出通知要求

迅速做好救灾减灾工作
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本报讯 （记者徐展新 易鹤
黄合） 今年第 9 号台风“利奇马”
虽然没有登陆宁波，但影响巨大，
其中我市面雨量居全省第 2位。昨
日下午，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郑
栅洁，市委副书记、市长裘东耀，
市委副书记宋越舜等市领导分赴各
地检查指导防台救灾工作。

郑栅洁检查的第一站是位于宁
海县岔路镇的白溪水库。库水从泄
洪口滚滚而下，激起了一片浓浓的
水雾。郑栅洁登上堤坝，详细了解
水库水位、入出库流量、人员值班
值守等情况，要求精准测算后续入
库流量，处理好拦洪与泄洪的关
系，科学调度，精细操作，既确保水
库安全运行，又尽力减轻下游防洪
压力、减少百姓财产损失。随后，郑
栅洁来到一市镇旗门塘，仔细询问
该区域潮汛时间，了解旗门塘的排
水速度、人员安全和养殖业受损情

况。郑栅洁叮嘱当地政府组织养殖
户抓紧开展灾后自救，尽快恢复生
产，并商请保险公司开通绿色理赔
通道，尽量减少养殖户损失。最
后，郑栅洁来到越溪乡大陈村，检
查村庄进水、受损情况，还走进村
民袁能娟的家里，嘘寒问暖，关切
询问家庭生活、子女就学等情况。
了解到不少村民因台风影响遭受经
济损失后，郑栅洁说：“台风过
后，我们会重新审视各项工作，努
力补上水利基础设施的短板。希望
你们鼓足信心、恢复生产。”

郑栅洁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
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
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
首位，发扬连续作战精神，高效有
序做好受灾群众救助、水库泄洪调
度、低洼地带排涝、山洪地质灾害
防范、农业生产自救、卫生防疫以

及电力、通信、交通基础设施抢修
等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
秩序。

“利奇马”肆虐，姚江水情如
何？裘东耀赶赴余姚实地检查指导
防台救灾工作。裘东耀首先来到丈
亭镇察看姚江水情，要求始终保持
高度警惕，严格落实预案要求，强
化值班值守，强化巡查排查，强化
监测预警，落细落小落实各项防御
措施。在余姚城区南滨江路江畔，
裘东耀详细了解姚江水位最新变化
和防汛抗台措施落实情况，强调要
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及时科学采取
应对措施，确保安全度汛。在听取
余姚市防御“利奇马”台风有关情
况后，裘东耀强调，要把抢险救灾
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高
度负责、守土尽责，发扬连续作战
精神，坚持协同治水、流域治水、
科学治水，抓紧做好应急处置工

作，严防发生次生灾害，努力把台
风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确保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宋越舜冒雨赶赴慈溪，查看台
风灾情，指导灾后恢复生产工作。
宋越舜先后来到新浦镇六塘南村葡
萄种植基地、桥头镇明美农场和观
海卫镇新泽村新世花蜜梨种植基
地，仔细询问农业受灾情况，鼓励
农户坚定信心开展自救，抓紧做好
灾后恢复生产工作，并要求有关部
门加强灾后救助和技术指导，积极
协调农业保险机构，迅速启动灾后
保险理赔。宋越舜强调，虽然台风
有所减弱，但仍要高度重视、高度
警惕，紧绷抗台救灾这根弦，绝不
能有丝毫松懈，继续加强对山塘水
库、地质灾害点的跟踪监测，全面
排查化解安全隐患，做好排水排
涝、清淤清障等工作，迅速恢复正
常生产秩序。

市领导分赴各地检查指导防台救灾工作

本报评论员

每次台风来势汹汹，都是对干部
群众的严峻考验。这次，超强台风“利
奇马”虽然没有登陆宁波，但它风力
超强、雨量超大、范围超广、破坏力超
大，依然对宁波造成了严重影响。

越是关键时刻，越看担当作为。
全力应对“利奇马”，是对“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效的一次
大考。连日来，以鄞州区姜山镇墙弄
村党支部书记翁阳明为代表的党员
干部和部队官兵，把人民群众的生
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从最坏处
打算，做最充分准备，连续奋战在防
灾救灾一线，发挥了堡垒作用，展现
了先锋形象，也极大地增强了广大
群众团结一心、共同抗灾的信心和

勇气。
越是关键时刻，越见精神品质。

连日来，各地群众按照市委市政府的
决策部署，服从整体安排，积极理性
应对，为防灾救灾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出了应有贡献。灾难当头，各地涌
现出的一个个受灾群众“守望相助”
的感人故事，再次彰显了宁波作为爱
心城市、文明城市的鲜亮底色。

“利奇马”虽然已经登陆，但风
雨还将持续，万不可松劲泄气、侥幸
大意。连日连夜奋战在一线，广大干
部群众已是疲惫不堪，这时候，尤其

需要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做到思想
不松、力度不减。台风过后，严密防
范和加紧处置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
害，抓紧恢复工农业生产和受灾地
区正常生活秩序，时间急迫，任务艰
巨，更是对干部群众连续作战精神
的极大考验。

一次次台风逞凶，一次次众志
成城，一次次精神砥砺。各级领导干
部要继续发扬连续作战精神，用实
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敢于担当、冲
锋在前，团结带领受灾群众，努力将
台风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发扬连续作战精神

【故事一】虽风霜满面，日子却七彩
斑斓

“一股春风吹进了四季青敬老院，那
就是 2013年 12月 28日习主席来到我们敬
老院，看望老人们来了……”

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敬老院老年模
特队的老人们在院刊 《夕阳红》 里，登
载文章回忆当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的情
景。

那一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老人们
身边，同他们亲切交谈，关切地询问他
们的身体状况、家庭情况和在敬老院的
生活情况。他要求养老服务机构加强管
理，增强安全意识，提高服务质量，让
每一位老人都能生活得安心、静心、舒
心，都能健康长寿、安享幸福晚年。

敬老院老年模特队的刘进文清晰记
得，习近平总书记鼓励大家心情欢畅、
欢度晚年，“大家觉得总书记的话特别温
暖，老年人就是要用积极的精神面貌面
对生活，优雅地度过晚年。于是，我们
在 2015 年 8 月成立了老年模特队，让老
人都‘美’起来！” 【下转第4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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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新华社记者

【引言】

最美不过夕阳红。
温馨的环境，安详的生活，需要

养老服务保障工作做实做细，让千千
万万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
有所乐、老有所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对养老保障和为老服务工作作出一系
列重要指示、提出一系列明确要求。

近日，新华社记者回访了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过的部分养老服务场所，
了解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的落
实及养老服务保障工作开展情况。

本报讯（记者何峰 通讯员沈
） 据初步统计，“利奇马”造成
全市房屋倒塌 408 间，损坏 1594
间。全市受灾人口38.097万人，转
移 人 口 25.4375 万 人 ， 安 置 人 口
8.8143 万 人 ， 直 接 经 济 损 失
19.5877 亿元。全市发生山体滑坡

17处，道路边坡垮塌170处。截至
发稿时，未接到人员因灾死亡和失
联情况的报告。

“利奇马”对我市农林牧渔业
影响较大，导致受灾面积 60.45 万
亩、成灾 9.2 万亩、绝收 1.87 万
亩，水产养殖受灾 25.13 万亩。造

成 直 接 经 济 损 失 近 12 亿 元 ， 其
中，农作物直接经济损失 6.86 亿
元，渔业直接经济损失 4.84 亿元，
畜牧业直接经济损失0.22亿元。渔
船沉没11艘，受损230艘。

台风影响期间，两条 35 千伏
线路跳闸，均重合成功；累计 409

条 10 千伏线路停运，其中 96 条为
拉停；造成 8708 个台区停电，涉
及 76.63 万用户。截至昨日 18 时，
尚有 114 条 10 千伏线路、2419 个
台区停电，涉及23.2万用户。

城市内涝积水点 72 处，截至
昨日18时， 【下转第4版②】

全市受灾人口38.097万人

“利奇马”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19亿元

受“利奇马”过境影响，
鄞州区东吴镇 9 日至 10 日 24 小
时面雨量 385 毫米，对居民安
全、工农业生产、道路交通、
电力产生严重影响。图为昨天
上午民兵正在转移受灾群众。

（徐能 摄）

记者 王 博 朱军备
通讯员 范丁杰
鄞州区委报道组 杨磊

20 多 个 小 时 奋 战 在 防 台 一
线，9日晚11时，50岁的鄞州区姜
山镇墙弄村党支部书记翁阳明累倒

在村委会办公室里。
“阳明书记，墙弄村的村民都

安置妥当了，倒塌的老房子没有人
员伤亡，您放心养病！”

昨日早上 8时，明州医院神经
外科病房。当听到姜山镇党委副书
记童科军的一席话，插着氧气管、

右半身不能动的翁阳明悬着的心放
下了，只见他嘴角微微上扬，虽说
不出话来，但看得出来是想努力点
头。

为了群众的安危连续工作
突发脑出血倒在防台一线

9 日早上 6 时 30 分，翁阳明骑
着电动自行车在村庄里转了一圈。
不时叮嘱村民把自家窗户关紧，阳
台上的花盆、坛子等收拾好。

8 时，翁阳明走进村委会办公
室，继续前一晚的工作——整理大
龄青年安置房申请材料。之前一

周，为确保分房政策落到实处，他
每天加班加点。

9时40分，姜山镇召集全体镇
村干部参加省市区的防台视频会
议；下午 1 时，会议结束。在镇
政府食堂匆忙扒了几口饭后，翁
阳明疾步赶回村委会，马上和联
村指导员俞妙波、村委会主任陈
忠孝和文书陈建儿商量，部署排
查危房、转移人员、准备防台物资
等事宜。

“雨衣、手电筒要准备好，救
生艇都要充足气，安置点要多备些
面包，太硬的老人们咬不动。”翁
阳明一一交代着。

随后，翁阳明和村干部冒雨来
到存放着防台物资的村文化礼堂，
他帮着为救生艇充气，给手电筒充
电。检查完，翁阳明又顺道来到低
洼地段，挨家挨户提醒住户注意安
全。 【下转第4版④】

在防台一线践行初心使命
鄞州墙弄村支书翁阳明累倒在岗位上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傅华英）超强台风“利奇马”成
为近 70 年来登陆浙江的第三强
台风。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
中午前后“利奇马”移入黄海西部
海域，强度略有增强，今天傍晚前
后到夜间在山东日照到海阳一带
沿海再次登陆，登陆后移速减慢，
并在渤海到山东半岛北部一带徘
徊，强度逐渐减弱。

受“利奇马”影响，8日8时至
10日17时，全市平均面雨量高达
266 毫米，其中宁海 355 毫米、奉
化 305 毫米、象山 286 毫米、北仑
279毫米、鄞州268毫米、海曙232
毫米、镇海 231 毫米、江北 207 毫
米、余姚203毫米、慈溪190毫米。

全市有5个雨量站超过500毫米，最
大雨量站为宁海留五扇，高达 587
毫米。昨天，我市内陆地区出现 8至
11 级大风，沿海地区出现 9 至 13 级
大风，沿海海面出现 10 至 14 级大
风。

昨天 19时，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
象风险预警：未来 24 小时，余姚南
部、鄞州东南部、奉化西南部到宁海
南部等部分山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
等级较高，其中，奉化大堰、宁海黄
坛等乡镇气象风险等级高。

根据预报，今起三天我市多云
天气唱主角，局部地区偶有阵雨，最
高气温 33℃至 35℃，最低气温 25℃
至27℃。

全市平均面雨量高达266毫米

“利奇马”继续北上

风雨激荡党旗红
——我市党员干部一线抢险救灾纪实 第2版▶
“最美逆行者”
——军警民携手接力，筑起抢险救灾
“钢铁长城” 第3版▶

风雨
同舟

总有暖意在心头
——我市群众抢险救灾守望相助侧记 第4版▶

在风雨中砥砺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