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隆

本报讯 （记者 崔曜）6月2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应急局获悉，
当日乌江(武隆城区段)已超警戒水位2.11米,实测水位为193.57米(黄海
高程,下同)。据预测,当晚22:00-23:00乌江(武隆城区段)最高水位将
达194.42米,超警戒水位3.05米。

武隆区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部署下，迅速组织对相关地域的群众
进行疏散撤离，禁止车辆行驶。武隆区应急、水利、交警及乡镇（街道）工
作人员也开赴一线进行防汛工作，以确保安全度汛。

6月20至22日，武隆区普降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导致全区13
个乡镇（街道）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6229人。武隆区及时启动防汛应
急预案，各乡镇（街道）、有关部门快速反应，组织群众抢险救灾。目前，
武隆区已组织撤离受灾严重的鸭江、平桥镇涉险受淹住户451户、人员
1500余人，转移设施设备56台。

乌江超警戒水位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本报讯 （记者 崔曜）6月2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防汛抗旱指挥
部获悉，按照《重庆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决定于6月22日15时，将防汛Ⅳ级应急响应调整为Ⅲ级应急响应。

据悉，重庆相关区县、市防指成员单位正持续关注水雨情变化，精准
及时发布预警，随时调集应急救援队伍和物资出动抗洪抢险，快速高效
处置灾（险）情，做好受威胁区域人民群众的疏散转移安置。

调整防汛应急响应为Ⅲ级

市应急部门

本报讯 （记者 崔曜）6月2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应急局获悉，
市应急局与各应急部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綦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并立
即启动市级三级救灾应急响应，指导綦江区及时启动应急救援预案。

目前，市应急局指导组已在綦江区开展工作，协助指导綦江区及
时转移安置群众、转移财物、管制交通、警戒值守等，保障受灾群众基
本生活。该指导组还会同綦江区区委区政府召开灾后工作协调会，部
署灾后生产生活救助、水毁设施修复、消毒杀菌、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等
工作。

截至6月22日18时，綦江区共有21个街镇43725人受灾；紧急转移
安置人口13874人；农作物受灾面积达521.6公顷；全区倒塌农房19户
38间，严重损坏农房15户22间，一般损坏农房57户117间；直接损失达
4220万元。

指导组已在綦江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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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镇沿河村位于铜梁区西北部，位
置偏僻，交通不便，村里贫困人口多，劳动
力匮乏，是铜梁区的5个市级脱贫村之一。

2018年3月，铜梁区国土房管局干部
陈鹏，被组织选派到维新镇沿河村担任第
一书记兼驻村工作队队长。3月12日，是
他来到沿河村的第一天。

“陈书记，欢迎你来，但你来得可不是
时候啊！”听到这话，陈鹏心头一震：“或许
是村里落后贫穷的面貌，让大家心灰意冷，
又或是自己比较年轻，大家觉得我无法胜
任这份工作？”不管是哪种原因都不重要，
陈鹏心里暗暗给自己打气：我一定要为村
民办实事做好事，让大家觉得我来得正当
其时！

精准识别贫困对象

强化党建工作，是陈鹏到村后做的第
一件事。他从日常管理入手，严格党的组
织生活制度，创新方式方法，增强组织生机
与活力。

思想基础打牢了，陈鹏就把目光放在
了建卡贫困户身上：精准识别贫困对象。
沿河村共有80户220名建卡贫困群众。

他带领村干部、驻村队员，走村入户访民
情，1个月左右，不仅完成了贫困户的全面
走访，还新识别建卡贫困户18户。

走访中，让陈鹏印象最深刻的是贫困
户陈绍容。陈绍容儿子胡培洪早年患脑
溢血留下了后遗症，导致智力残疾，平日
里全靠患有高血压的陈绍容照顾起居。
她的房子建在山脚的软土地基上，房前出
现坍塌，房后存在滑坡隐患，房屋受损成
了危房。

“走访群众就是为了解决他们的困
难。”随后，陈鹏请示上级部门，多方筹集
建房资金，最终帮助陈绍容一家搬离了地
质滑坡隐患地带。陈绍容激动地说:“要
不是陈书记，万一哪天滑坡，说不定就被
活埋了!”

陈鹏一点一滴地踏实为民办事，大
家看在眼里，记在心中，认可了这个第一
书记。朝夕相处中，陈鹏和村民们的感
情变深了，以前进村入户，村民们喂的土
狗常常对着他又吼又叫，“现在，村里的
狗一看见我都会摇着尾巴迎上来。”陈鹏
摸着头上一缕缕扎眼的白头发笑呵呵地
说。

发展扶贫产业增收

“来村里2年多了，现在还是觉得
压力大。”陈鹏说，目前最让他感到焦灼
的有3个方面的压力。

第一个压力就是陈鹏主导去年沿河
村集体种了50亩土豆，眼下到了丰收的
季节，怎么把几万斤土豆顺利卖出去，保
证群众既增产又增收。第二个压力就是

他要组织村民自建长5公里、宽3米—
3.5米的公路，“协调土地、组织施工队
伍、筹集资金等，每件事都不能马虎。”第
三个压力是，村民们这几天正在开挖集
中供水的自来水管道，陈鹏天天去施工
现场查看指导，“要尽快让全村80%的村
民喝上自来水，实现集中供水。”这一桩
桩的事儿，让这个小伙子忙得不可开交，
每天在村里各个点连轴转。“我今年才32

岁，可不知道的人看我样子，都以为我40
岁了。”陈鹏苦笑着说。

“陈书记和我们不沾亲不带故的，
到我们这里来吃苦受累，是为了啥子
嘛？还不是为了我们有好日子过。”建
卡贫困户黄德英感动地说，这两年，村
里最大的变化就是产业越来越多了，

“陈书记带着我们发展糖柑、海椒、土豆
等产业，我几乎天天都有活路儿做，在
家门口就能赚钱。”

陈鹏预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到
2020年，依靠果树，村集体经济将增收30
万元。除了继续发展壮大糖柑产业，120
亩海椒基地、50亩土豆基地也陆续发展
了起来。村民们一年平均有100多天能
够打零工赚钱，再加上土地出租等收益，
许多村民对如今的生活都很满意。如今，
79户建卡贫困户都摘掉了穷帽，剩下未脱
贫的1户也将在今年底脱贫。

初心不改目标不变

截至2019年底，沿河村的糖柑、
小龙虾养殖、辣椒和洋芋种植等4个项
目共带动100余户一般农户及贫困户

务工增收20万余元，240余户村民通
过土地流转增收20万余元，村集体创
收36万元，最终实现了集体经济的从
无到有的转变。

产业发展走上了正轨，陈鹏开始
思考村里软硬件设施发展问题。两年
来，在区里、镇里的关心支持下，沿河村
共实施了743万元的土地项目，包括整
修水田田坎500米，生产路9公里，新
建蓄水池4口，新建沟渠240米，维修
山坪塘1口，硬化田间道6公里。另
外，村里还新建公路10条12.8公里，完
成了5社自来水站技改。

“接下来，我们还要修便道、进行危
房改造、成立专业合作社、实行农产品代
销、开展月嫂培训……只要村民需要我，
我愿意留下来，继续和大家一起干！”陈
鹏表示。

如今，沿河村正朝着“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的目标稳步迈进。村民们的生活越
过越好。

潘锋 谢凤
图片由铜梁区国土房管局工会提供

陈鹏查看村里种植的糖柑苗长势陈鹏查看村里种植的糖柑苗长势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受降雨影
响，綦江流域重庆段全线告急！6月22日
上午11时 50分，我市发布洪水红色预
警，预计綦江流域重庆段未来8小时内将
出现超历史洪水。这是重庆历史上首次
发布洪水红色预警。20时，江津綦江五
岔站出现洪峰水位205.85米，超过保证
水位（200.51 米）5.34米，超过1998年洪
水水位0.30米，这也意味着綦江流域重庆

段遭遇自我市有水文记录以来最大洪水。
6月21日8时至22日8时，我市东南

部及西部偏南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
雨到大暴雨。其中，酉阳、秀山、彭水等9个
区县出现暴雨，其中酉阳、秀山、武隆、南川
等4个区县出现大暴雨。最大日降雨量出
现在南川水江镇长青社区，为143.0毫米。
受降雨影响，我市綦江通惠河、綦江（万盛）
清溪河、綦江藻渡河、南川鱼泉河、南川大

溪河、秀山酉水、酉阳甘龙河、武隆石梁河
等8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

6月22日上午9时，市水文监测总站
发布洪水橙色预警，预计綦江区蒲河石角
站未来 3小时内将出现超保证水位洪
水。上午10时，市水文监测总站再发洪
水橙色预警，预计江津区綦江五岔站未来
8小时内将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

上午11时50分，市水文监测总站将

江津区綦江五岔站洪水橙色预警升级为
綦江流域重庆段全线洪水红色预警。据
我市水文部门数据显示，本轮洪峰于6月
22日16时10分经过綦江城区，最高水位
超过保证水位近5米。6月22日20时，
江津綦江五岔站出现洪峰水位 205.85
米，超过保证水位（200.51 米）5.34米，超
过1998年洪水水位0.30米，已达建站以
来最高水位。

□本报记者 罗芸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6月22日，

綦河水来势汹汹，如红褐色巨龙通过綦
江城区。

下午4时许洪峰过境綦江城区时，

最高水位较日常水位高11米，超过保
证水位5.1米。在这场与洪水的“战斗”
中，綦江确保了无一人伤亡。

下午4：10，洪峰涌过綦江城区。
救援人员陈鑫划着橡皮艇，小心翼

翼地从交错的电线网中穿过。平时这
些高挂在二楼以上位置的电线，现在却
成了“拦路虎”，“一方面要避免触碰、拉
扯到这些电线网，另一方面还要注意水
流和漩涡，毕竟上面还坐了3个娃。”

文龙街道菜坝社区地势低洼。早

上9点左右，社区居委会主任刘世群就
向各居民小组长和网格员转发了洪水
预警。社区出动了干部、应急民兵、志
愿者等25人分片逐户通知。

住在虹桥路25栋的居民黎沙听到
社区干部来敲了两次门：“干部喊撤的
时候，我想不可能年年都像1998年那
样大噻，就没动。”黎沙有点后悔，又带

些歉意。
下午3:30，洪水漫进了25栋的二

楼，黎沙才着急了——自己的两个孩
子、姐姐的儿子都和自己困在了一起，
而靠自己撤离已是不可能。

这时，陈鑫划着橡皮艇将她和3个
孩子救了出来。看着这一大三小在其
他救援队员的帮助下安全上岸，陈鑫才
长舒一口气，这时他已全身湿透。

据綦江区应急办不完全统计，22
日，全区共救出被困群众100余人。

100余名被困群众获救

22日凌晨，綦江区开始新一轮降
雨过程。

8：30，綦河水开始上涨。这时红色
预警已转发到各个社区、楼栋的微信
群。所有干部放下手中的活，逐户提醒
临河门面和居民楼撤离。

34岁的社区干部张亚，冒着瓢泼
大雨，提着喇叭喊话。很快，雨水打湿

了她的衣衫，喇叭也在雨水的侵袭和连
续播放中“哑”了。

“这么大的雨声，喉咙喊破都未必能
马上传达到所有居民户！”张亚正在着急
时，社区二组组长吴登全突然想起社区
还有3面锣。蹚着不断上涨的河水，张
亚趿着凉鞋一边走一边敲。铜锣的响声
在雨中传出很远，引起了不少居民的警

惕。辅以预警解说，在中午12点前，社
区临街商铺、一二楼居民都转移了。

“王定国是敲锣的3个人之一。他
忙着给大家喊话预警，却没时间回家搬
东西，结果成了少数没及时转移家电的
受灾户之一。”下午4点过，张亚在接受
采访时，有些难过地告诉记者。

据了解，沿河各社区发动干部、党
员、志愿者、民兵等近4000人提前逐户
预警，确保了群众生命安全，大大减少
了洪水带来的财产损失。

4000人提前逐户预警➡

22日是本年度綦江村社区党组织
书记培训的第一天。

刚刚开始上课，书记们就收到洪水
红色预警。在请假后，涉及洪峰过境的
社区书记赶紧回到社区抗洪救灾。

古南街道沱湾社区党总支书记成
绍军，开着新买的摩托车急驰到黄木湾

和社区干部、民兵一起，拉警戒线、逐户
劝临河商铺居民赶紧搬离。

上午11点过，成绍军正搀着一位
从商铺中撤离的妇女从一段窄路中通
过。“这时候，有民兵在远处喊话，说我
的摩托车快被淹了。”成绍军回忆，当时
停在不远处的摩托车，已被洪水淹没半

个车轮。
就在他扶着这位居民快走到警戒

线外时，一个浪头打倒了摩托车，在红
褐色的河面冒了两个泡，消失不见。“这
辆摩托车才买半年多。”成绍军说，“但
在生命面前，所有财物都是次要的！”

据了解，从22日早上8点过至下午
4点，綦江全区从洪峰水位线下紧急转
移群众10万余人，其中不少是被基层
干部从洪水中“劝”出来的。

10万余人紧急转移

□陈秋涵

6月22日，针对綦江流域出现的洪水，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发布了
建站以来首次红色预警。气温偏高、雨水偏多、灾害偏重、入汛偏早、
发生流域性大洪水风险偏高——从气象水文部门预测的这五个“偏”
中，不难察觉重庆今年防汛形势的严峻。

防汛已经进入“战时状态”，容不得有丝毫的麻痹思想、侥幸心
理。防汛抗洪，最重要的是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确保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一旦出现险情，就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
采取各种能够采取的措施，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带
来的损失。

迎战洪涝灾害，保护人民群众，最有效的措施是未雨绸缪，把防范网
扎得更牢固。时刻比洪水先行一步，才能把防汛抗洪的主动权紧紧握在
手里。将防灾做在前、做得好，尤其要树牢底线思维，从最不利的情况出
发，把可能出现的问题都考虑到，做好最充分的防御准备措施。这个时
候，要有“宁可十防九空，也要确保万无一失”的决心和打算。

自然灾害固然难以避免，但不是无能为力。和洪水较量，比脚力，
比耐力，更比智慧。防汛抗洪战场上的发力，要求科学、精准，拳拳打
到要害上——做足准备工作，超前防范；做精监测预警，提前研判；抓
准防御重点，及时处置。借助科技力量，发挥人的能动性，每一步都打
出章法和效率，就能为减少灾害损失争取最可能多的时间和主动。

防汛抗洪既是战场，也是考场；既考验党员干部的理念、本领，也
考验战士的责任、担当。党员干部在防汛抗洪中的有为，要体现在各
项措施的到位上。应急预案准备、救灾队伍组织、救灾物资保障、避险
搬迁落实，每一项工作都做到位，每一个岗位的责任都落到位，才能堵
住细微的漏洞，增强抵御的力量。

防汛抗洪救灾，不是某个部门、某个群体努力就能做好的事情。
面对如同脱缰野马的洪水灾害，广大人民群众树立起防汛避险意识，
掌握自救方法，显得尤为重要。人人闻“汛”而动，众志成城，全力以
赴，就一定能把洪涝灾害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这是防汛战场上最坚
实的防线。

比洪水先行一步

重报时论

綦江流域重庆段遭遇有记录以来最大洪水
历史首次历史首次历史首次历史首次历史首次历史首次历史首次历史首次历史首次历史首次历史首次历史首次历史首次历史首次历史首次历史首次历史首次历史首次历史首次历史首次历史首次历史首次历史首次历史首次历史首次历史首次历史首次历史首次历史首次历史首次历史首次历史首次 重庆发布洪水红色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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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綦江区古南街道新山村社区，救
援人员正在转移被困群众。

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6月22日，綦江区北街被淹，民警正在转移
群众。 特约摄影 陈星宇/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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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预警，通知到户，
确保零伤亡綦江打响限时撤离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