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2019年8月15日 星期四

一版责任编辑/袁明淙

二版责任编辑/王 芳
NINGBO DAILY连续奋战 重建家园

北仑区委报道组 陈盛竹
记者 厉晓杭

“抢修太及时了，这几天大家
进出方便了不少！”昨天，北仑大碶
嘉溪村村民邵建波开车经过大海线
时，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大海线
全长22.4公里，宛如一条锦带，串起
了大碶、春晓两地的山川精华，在
百姓口中美誉度极高。

8 月 10 日，受台风“利奇马”
影响，北仑大海线有 30 多个点位
发生坍塌。

10日早上6时左右，正在进行

路面巡查的公路段 3名工作人员发
现，山洪裹挟着大量树枝和砂石，
堵塞了大海线新路段的部分涵洞，
进而冲上路面并堆积下来，厚度已
经有 40 厘米左右。此时，汇集而
下的山洪已经淹没了整段道路，而
且水位还在快速上涨。

“前去勘察的 3 名工作人员差
点被困，车辆已经不能正常通行，
只能徒步摸索着脱离危险路段。”
北仑区交通管理局建设管理科科长
史建明回忆，得知险情后，公路部
门马上采取了紧急处置措施，对该
路段采取禁止车辆通行的交通管

制，并马上从正在其他点位抢险作
业的机械中调出两台大型铲车，去
大海线进行抢通作业。同时，协调
联系沿海中线郭巨段在建工程的施
工单位，调用了 21 车塘渣，连夜对
路面进行破除回填，铺设钢板，增设
钢护栏，于12日下午5时左右实现
了大海线半幅通车。

由于大海线新路段处于大塔路
和共同村之间，公路部门采取了两
段突进的作业方式，先铲出一条通
道，保证电力等其他救援车辆可以
跟进。“整条大海线塌方点多，逐
个清理过去，到新路村这边的时

候，已经过去了近两个小时。在此
期间，新路村的部分村民没有看到
公路部门的抢险队伍立即出现，误
以为是公路部门不作为。但是，这
么长一条道路要抢通，总要一个点
一个点过去，不可能跳跃前进。”史
建明说，大家埋头苦干，有些工人连
续几天没有回家，累了就直接倒在
路边休息。大家都想着尽快抢通道
路，保障居民正常通行。

据了解，台风期间，北仑全区
公路应急抢险累计出动抢险人员
1500 余人次，巡查 5820 公里，出
动巡查车辆580辆次。

三天两夜，抢通大海线

记者 张正伟 沈 严
通讯员 罗俊伟

昨天早上，平安产险宁波分公
司业务经理杨小刚一吃完早饭，就
驱车赶往鄞州五乡沙堰村，想看看
被台风“利奇马”破坏的乡村公路
修好了没有。“有几辆车被冲进了
河道，路没修好，大型设备无法进
场施救。”杨小刚说，台风登陆以
来，公司共收到需要施救的车辆报
案 1165 件 ， 目 前 就 等 这 几 辆 车

“救”出来，就可以转入全面理赔
阶段了。

台风来临，汽车极容易遭遇被
砸、被淹的险情和交通事故。今年

“利奇马”影响期间，我市多地更

是出现了车辆被冲“消失”的情
况。只有找到车才能定损理赔，同
时作为承保方，保险机构还承担着
救援车辆、保障交通的责任。宁波
银保监局在台风来临前就启动了防
御台风应急响应机制，要求全市
28 家经营车险业务的公司，通过
多种形式向车主发送风险提示，同
时组织 7000 名人员、1000 辆查勘
车和 600余辆拖车、救援车投入防
灾减灾工作。

8 月 10 日凌晨，台风“利奇马”
登陆，我市各财险公司报案电话数
量激增，受灾车辆救援全面开始。

宁海岔路湖头村一车主的车辆
无法行驶，太保财险救援人员 20
分钟内完成救援；余姚李先生送待

产妻子就医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救
援人员用查勘车“接力”送医。而
在此次受山洪影响较大的鄞州天
童、五乡等地，宁波市保险行业协
会组织财险公司共享救援力量，对
被冲进水库、河道的车辆进行统一
搜救。8 月 12 日，13 辆拖车、1 辆
铲车和 1辆叉车进驻东吴作业，12
小时内起吊、拖离近百辆车辆。8
月12日下午6时，我市全面完成受
灾车辆施救工作，各保险机构在

65 个 小 时 内 累 计 拖 救 受 淹 车 辆
4900余辆。

第一起涉水险赔付开始、第一
辆树压受损车辆赔付、第一笔车险
赔款到账……接下来，我市财险公
司将加快车险定损、理赔工作进
度，力争在本周内完成除疑难案例
之外的台风致损车辆赔付工作。据
统计，目前，全市共收到车险报案
10327 件，报损金额近 1.6 亿元，
已查勘10223件，赔付4035件。

65小时“救”出近5000辆受灾汽车

朱晨凯

台 风 “ 利 奇
马”走了，积水退

去，一些“泡水车”所衍生出来
的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

“泡水车”是“洗尽铅华”还是
“回炉重造”？是否有不明真相的
群众成了“泡水车”的“接盘
侠”？

法律对于“泡水车”的处
置，目前没有明确的界定。有些

“泡水车”受损程度并不大，经
过简单修复也能上路，进入二手
车市场后，因性价比高受到买家
追捧。但“泡水车”的质量问题
始终存在，隐患会随着时间的推
移而显现出来，买了这种车的消
费者，权益会受到侵害。

对于“泡水车”，消费者处

在“看得出来是本事，看不出来
就倒霉”的弱势地位。根据之前
的新闻报道，有车主在使用后发
现所买二手车是“泡水车”，要
求向商家退货，由于缺乏权威的
第三方机构的鉴定，维权之路坎
坷。

不是每个消费者都有一双
“火眼金睛”，也并非每个人都有
懂车的朋友当参谋。要让消费者
的权益得到保障，“泡水车”的
信息不能“泡水”，应建立公开
透明的信息渠道。比如，通过第
三方检测机构来为其“验明正
身”，同时建立包括保险机构、
4S 店在内的信息网，让消费者
买得明明白白。这看似会让一些
车商损失眼前利益，但从长远
看，有利于二手车市场的健康发
展。

别让“泡水车”的信息“泡了水”

保险公司正在对受淹车辆进行救援。 （徐能 高佳胤 摄）
短 评

前日，施工队伍正在杭州湾新区庵东镇华星路进行铺设作业。台风过后，
杭州湾新区各大产业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全面复工，在避开高温错峰施工
的前提下，工人们加班加点赶进度，尽量把受台风影响耽误的时间“抢”回
来。

（虞昌胜 黄程 摄）
全面复工赶进度

本报讯（记者余建文 通讯
员徐华良 毛龙飞） 前天上午，
奉化岳林街道康丰蔬菜园艺场大
棚里，负责人梁开杰组织工人加
紧翻耕菜地，更换破损的薄膜。

“整个基地被大水‘泡’了，我
们用三台水泵不停地抽水，现在
30 亩大棚的积水已排干，按照
市里农技专家的指导意见实施灾
后管理，马上采购化肥种子，尽
快补种。”老梁说。

台风“利奇马”对奉化农业
造成严重损害，全区 1.5 万亩蔬
菜中，有 6400 亩受灾。台风一
过，全区 3000 余户菜农迅速行
动，积极生产自救。区农业部门
派出多路农技人员进行指导，帮
助农户恢复生产。前天，区供销
社组织了 100吨化肥，送到遭灾
的粮油、果蔬基地。锦屏街道绿
苑果蔬专业合作社的 500亩蔬菜
瓜果在这次台风中几乎“全军覆
没”，这两天组织了 10多人排积

水，修复大棚设施。“过几天就能
播种青菜、小白菜、芹菜、生菜等
速生蔬菜，争取月底供应市场。”
合作社负责人说。

台风中，奉化多地的葡萄、猕
猴桃种植户损失惨重。尚田镇王董
村良兄猕猴桃基地即将成熟的猕猴
桃发生倒伏，隔壁孙家村青创农场
的 10 余名青创客自发帮助抢收，
筛选装箱，并通过朋友圈等渠道，
呼吁社会各界帮果农渡难关，爱心
人士纷纷争购。短短两天时间，青
创客们已采收了 2000 多公斤猕猴
桃，并销售出去一大半，为果农挽
回损失2万余元。

奉化区农业部门通过微信公众
号，发布了 10余个受灾瓜果基地的
信息，其他部门、企业也积极行动，
帮助受灾农户采收水果，市民“爱心
订单”纷至沓来。前天，恒大地产的
工作人员专程到江口采购了 700箱
葡萄，“何美蓉”志愿者团队也帮助
溪口果农销售了170箱葡萄。

奉化菜农果农奋力生产自救
群众、企业争购受灾“爱心果”

本报讯（记者王珏 镇海区
委报道组倪寅初 通讯员章剑
锋） 位于镇海区骆驼街道的海瑜
冷冻水产有限公司，是一家涉氨
制冷企业，今年 7月刚刚进入设
备调试阶段。受台风“利奇马”
影响，企业生产车间和办公楼均
有不同程度进水。在处理完积水
问题后，企业工作人员对硬件设
施的排险检修犯了难。

原来，冷冻设备中含有液
氨，属于危险化学品。氨机设备涉
水后，如何安全投入生产？这成了
企业十分担心的问题。“当下，冷冻
品市场逐渐升温，如果不尽早投入
生产，公司业务也会遭受影响。”企
业负责人为此愁眉不展。

前天上午，镇海区应急管理
局基础科科长曾晓斌得知此事
后，立即带领工作人员和行业专
家前往该企业，上门帮助解决燃
眉之急。

在现场，大家仔细听取了企
业方的情况介绍，并研究了设备
使用介绍等方面的资料。随后，
专家许万荣来到生产车间，对氨
机房的设备、管道涉水情况进行
了全面评估。当问题征兆逐渐明

显后，专家将目光聚集在电气线路
上，现场手把手指导企业工作人员
对电气线路进水等问题进行隐患整
改。“有了专家指导，下次就知道
该怎么处理了！”企业负责人一颗
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从 2014年开始，镇海区每年
聘请 10 位安全生产领域的专家，
对辖区内企业提供免费帮扶。”该
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遇到台风
等灾害时，专业的安全生产指导服
务派上了大用场。连日来，镇海区
应急管理局带着相关专家深入生产
一线，指导企业复工复产。工作组
兵分五路，先后走访了宁波四通达
模具有限公司、宁波立志纸制品有
限 公 司 等 近 40 家 受 灾 较 重 的 企
业，指导开展安全生产。

得知大贯制线有限公司配电房
进水不能正常供电时，工作人员立
即安排专业电工查看配电房受损程
度，现场帮助企业恢复供电。巡查
中，工作组发现宁波立志纸制品有
限公司一处破旧墙体有砖头松动，
立即劝导企业将浸湿的纸筒搬离，
防止压倒墙体。在相关部门的帮助
下，目前，镇海区工业企业已全面
恢复生产。

安全诊断送到车间

镇海工业企业全面恢复生产

本报讯（通讯员鄞水轩 陈
艳 记者王博）记者从鄞州区水
利部门获悉，截至昨天下午 5时，
该区的城区河道已清理完毕，并
恢复正常保洁。

受台风期间大风暴雨影响，鄞
州区各内河水位上涨，大量生活垃
圾在水位下降后搁浅。此外，断枝残

叶等垃圾也堆积在岸边或漂浮在河道
中，如果不及时处理，经高温曝晒，这
些垃圾将会腐烂并污染水质。

从 11日下午开始，该区组织力
量开展灾后城区内河恢复行动，从
水面清理、水质养护、绿化养护、设
备维护等方面入手，集中力量对城
区内河进行整治。

鄞州城区河道恢复正常保洁

工
作
人
员
正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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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河
道
垃
圾
。

（
陈
艳

摄
）

强台风“利奇马”过境，我
市农田大棚受损严重，农作物防
疫防虫任务紧迫。8 月 11 日起，
全市农合联联合农资企业、农技
服务部门和金融保险服务机构，
深入田间地头排查灾情，组织服

务小分队帮助农户修复大棚、排水
追肥，提出个性化的防疫防虫方
案。“目前，全市供销系统化肥储
备 2万余吨，已紧急调运尿素 1000
吨。”市供销社相关负责人说。

（刘波 孙佳丽 摄）

市农合联支援灾后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