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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员
虞南） 台风“烟花”继 25 日 12 时
30 分 前 后 登 陆 舟 山 普 陀 沿 海 后 ，
于昨天 9 时 50 分前后在嘉兴平湖市
沿海二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
大风力 10 级 （强热带风暴，28 米/
秒）。根据市气象台预报，“烟花”

（热带风暴级） 昨天 19 时位于江苏
省苏州市吴江区境内，移向西北，
强度逐渐减弱。

“烟花”首登后行进缓慢，在
浙沪苏皖等地掀起狂风骤雨。中央

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烟花”的
缓慢行进，本周浙江北部、上海、
江苏、安徽、山东、台湾等地将有
强降水过程。

根据预报，受其影响，我市今
天局部地区大到暴雨，明天阴有阵
雨或雷雨，29 日起多云到阴有时
有阵雨或雷雨；沿海海面、杭州湾
风力今天 8 级至 10 级；沿海地区、
内陆地区今天风力继续减弱。气温
较 为 平 稳 ， 最 低 气 温 25℃ 至
27℃，最高气温 30℃至 33℃。

“烟花”昨晚移至江苏境内

我市今天局地仍有大到暴雨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7 月
26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阮春
福，祝贺他当选连任越南国家主
席。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越是
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邻邦，传统情
谊深厚，共同利益广泛。面对百年
变局和世纪灾疫，双方坚守共同理
想信念，践行团结友好初心，以实

际行动赋予两国全面战略合作新的
时代内涵。

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越共
十三大胜利召开，中国共产党迎来
百年华诞。中越两党和国家建设事
业步入承前启后关键阶段。我高度
重视中越关系发展，愿同越南领导
同志们一道努力，加强对新时期两
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朝着构建

中越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目
标不断迈进。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致电
祝贺范明政当选连任越南政府总
理，表示愿同范明政总理一道努
力，增进双方政治互信，夯实友好
合作基础，加快发展战略对接，构
建互利共赢格局，推动新时期中越
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习近平致电祝贺阮春福
当选连任越南国家主席

台风“烟花”肆虐之下，保电网、保用电、保民生是国企的责任担当。经过 24小时
惊心动魄的奋战，调用2辆大功率抽水车、6台大功率排水泵、6000个沙包、100块防水挡
板，至昨天早上 6时，220千伏梅梁变保住了，110千伏洞桥变、鄞江变、栎社变保住了，
主网保住了，也保住了海曙西部40万用户的用电。 （邬晓刚 王幕宾 摄）

2424小时小时““保电战保电战””

记者 张昊

“烟花”无情，宁波有爱。在台风
肆虐之际，始终有一抹志愿红冲锋
在前。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奉献爱
心、共克时艰⋯⋯新时代文明实践
旗帜在疾风暴雨中高高飘扬。

台风“烟花”袭来，全市 10 个区

县（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150
多个乡镇（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2700 多个村（社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迅速行动，组织志愿者积极
投入防御台风志愿服务。

连日来，全市 5000 多支各级
各类志愿服务组织 （团队）、超过
20 万名志愿者开展人员转移、道

路清障、医疗救护、应急救援、避
灾安置点文化服务和送餐服务、老
弱病残人员关心关爱等志愿服务，
为筑牢防台抢险救灾的坚固防线、
奋力打赢防御台风“烟花”的攻坚
战贡献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力量。

不畏艰难 涉水履险
凝聚共渡难关的力量

汛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
命。全市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不
畏艰难、涉水履险，团结一心、众

志成城，凝聚起共渡难关、战胜灾
害的磅礴力量。

台风“烟花”逼近，奉化区方
桥村剡江大坝告急，村里很多地方
被淹。剡溪志愿者团队紧急出动，
装沙袋、背沙袋、堆沙袋分工协
作，经过 8 个小时的奋战，筑起 50
多米长的人工坝，保证了周边村庄
的安全。

在余姚市梁弄镇，志愿者孙鑫
高、黄生木在巡逻时注意到镇中路
水位快速上涨，漫过了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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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20多万名志愿者挺身而出

新时代文明实践旗帜在风雨中飘扬

本报讯 （记者易鹤 张凯凯）
昨日，市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下发

《关于加快做好台风“烟花”抢险
救灾和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工作的通
知》，部署当前救灾复产重点工作。

《通知》 强调，当前，防御台
风“烟花”进入抢险救灾和恢复生
产生活的关键阶段。各地各部门要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
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把抢
险救灾和恢复生产生活作为重大政
治责任和最紧迫的民生工程，全力
抓细抓实各项工作，确保实现“不
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目标。

《通知》 指出，灾情稳定后，
相关部门要深入一线开展灾情核
查，全面评估统计居民住房、农作
物、企业、基础设施等的灾害损失
和影响情况，统筹做好报灾核灾工
作，确保灾害损失情况全面客观、
数据准确。

要妥善安置受灾群众生活。分
层分类抓好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做
好灾害救助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
衔接，确保救助不断档、不重复。
尽快开展受灾房屋恢复重建，通过
维修加固、新建或迁建等方式，保
障受灾群众房屋安全。

要全力修复毁损基础设施。尽
快做好交通设施修复，抓紧抢通损
毁国道、省道和农村公路、林区道
路，加强抢通路段的通行安全管
理。尽快做好市政公共设施修复，
尽早恢复城镇供电、供水、供气和
通信。尽快做好水利设施修复，及
时完成水库堤防工程、灌排水利设
施等的检查，迅速开展应急抢修，

对无法立即修复的必须落实应急措
施。

要做好灾后卫生防疫工作。扎
实开展灾后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在
洪水退后尽快完成环境清理恢复，
对受淹区域进行深入彻底的环境清
理和消毒。强化卫生防疫宣传，提
高群众防病意识。加强灾后疫情监
测，突出监控重点地区、重点人
群、重点环节和重点疾病，确保灾
后无大疫。

要加快做好农业生产恢复。高
度重视灾后农业生产，加强生产自
救，及时组织复垦水毁农田、耕
地、林地，做好救灾种子、种苗、
化肥等农资供应，把台风对“菜篮
子”、市场和群众收入的影响降到
最低程度。

要切实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在
工业企业复产前，强化安全评估，
对矿山、危化品、金属冶炼企业等
重点领域做好安全检查和复产指导
工作，督促相关企业严格按照规定
落细落实安全生产措施，确保安全
万无一失。

要加大金融保险支持力度。各
保险机构要迅速开展政策性农房保
险、农业保险以及相关商业保险的
理赔工作，加快理赔速度，在最短
时间内将理赔款支付到位。银行机
构要加大信贷支持，帮助受灾企业
和农户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要强化救灾资金支持保障。在
政策、资金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及时解决受灾地区恢复重建的有关
问题。加强对恢复重建资金、物资
使用管理各环节的监督检查。

市防指下发通知部署救灾复产重点工作

全力抓好抢险救灾工作
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易其洋

7月20日，历史极值暴雨骤降
郑州。18时许，雨水进入地铁5号
线隧道和列车内，乘客被困车厢
里。22 时许，消防人员赶到，绑
好输水带，让乘客们扶着撤离，出
现了这样一幕：

每个人都喊着“让晕倒的人先
走”，两个男生架着一个晕倒的
人，每个人都上去扶一把，把晕倒
的人先救出去，然后男生站在两
边，等着让女生先走，即使是情
侣，都放开了彼此的手，让女生先
走……好多男生和消防员一直泡在

水里，接应一个又一个女生出去。
生死关头，因为恐惧，想着活

命是人的本能，有机会先走就先
走，也在情理之中。但人之所以为
人 ， 是 因 为 人 还 有 另 一 种 “ 本
能”：强者应该保护弱者。这是人
类共同的道德理念。确立这一道德
标准，是人类生存繁衍的需要，也
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果。

2008 年，汶川大地震，出了
个“范跑跑”。地震时，这名中学
教师不顾学生，先跑出教室，还在
网上声明，生死关头，只有为了女
儿可能牺牲自己。10 多年过去，

“让晕倒的人先走、让女生先走”
的场景，让人感动和温暖，也让人
相信——无法决定灾难来不来，但
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应对灾难。

生死之际“让女生先走”

四明山区成暴雨中心，
“烟花”何以不一般？

废弃小闸门被江水冲开，63岁的村支书跳进了水里

我是党员，这时候不上什么时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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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选手张家朗
夺得男子个人花剑冠军

跳水乒乓“梦之队”失手

昨日中国代表团银牌多

本报讯 （记者徐展新） 台风
“烟花”虽然已经离开浙江，但险
情隐患依然存在，风险点仍然没有
消除。昨晚，省委常委、市委书记
彭佳学赴市防指部署台风“烟花”
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他强
调，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
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常委会会议
的部署要求，保持清醒头脑、彻底
清除隐患，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全
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众志成城、
善始善终夺取防台抢险救灾工作的
全面胜利。

裘东耀、施惠芳、陈仲朝、卞
吉安及朱金茂等出席。

彭佳学通过视频连线，详细了
解各地防台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
展。他强调，当前正值抢险救灾和
恢复生产生活的关键阶段，必须发
扬连续作战精神，齐心协力继续做
好下阶段工作，切实巩固来之不易
的战果。要落实应急响应机制，保
持细心、耐心和恒心，以更强的韧
劲做好常态化工作，重点关注长时
间高水位运行堤防的安全和可能发
生的次生地质灾害，强化巡堤查
险、监测调度、系统治理，确保万
无一失。要坚决保障群众生活，进
一步做好受灾地区群众的转移工
作，综合利用各类热线平台和信息
渠道，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积极回

应群众诉求，用心疏导群众情绪，
把解民忧、暖民心的工作做在前、
做到位，实现“民有所呼、我有所
应”。要抓紧恢复城市功能，尽快
抢修交通、市政、通信等基础设
施，对受淹房屋、公共场所和污染
严重的地方进行全覆盖的卫生消
毒，争取早日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
序。要迅速开展生产自救，在确保
安全的前提下，积极组织党员干部
帮助受灾企业和群众做好厂房清
理、设备维修和农作物改种补种等
工作，尽最大努力把台风灾害造成
的损失补回来。要全面总结经验做
法，坚持整体智治，深化数字化改
革，完善工作体系，健全制度机

制，加强专业能力建设，整体提升
防灾减灾现代化水平。

裘东耀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持
之以恒做好台风“烟花”防御的后
半段工作，克服麻痹思想，继续保
持防台Ⅰ级响应状态，突出抓好重
点区域防御，精准落实措施，确保
风险处置到位。要加强生活物资的
保障供给，保持市场物价稳定，满
足应急保供需要。要加快做好抢险
救灾、基础设施修复、灾后卫生防
疫、农业生产恢复、企业安全生产
等工作，尽早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要加强组织领导，发现不足、总结
经验，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
先行市注入新的动力。

彭佳学赴市防指部署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强调

保持清醒头脑 彻底清除隐患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裘东耀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