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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立

从半夜到天亮，再到中午，重庆市水文
监测总站会议室一直被紧张的氛围充斥
着。站里所有领导、相关科室所有人员，全
部到位。一番纠结、争论、研讨后，站长王云
猛地一拍桌子——“别争了，群众生命安全
比什么都重要。綦江流域重庆段出现超历
史洪水的概率很大，马上升级为洪水红色预
警！立即上报！”

这时，是2020年6月22日11时50分。
这也是重庆历史上发布的首个洪水红

色预警！随后，在预警时间内，綦江遭遇了
有水文记录以来最大洪水袭击！由于预警
发布及时以及当地防汛措施得当，当天，綦
江区紧急转移了10万人，无一人伤亡。

此时，位于綦江区东溪镇的东溪水文
站，雨衣外面套着救生衣的工作人员吴静正
冒雨跑向监测水位的测井房。水流太急，洪
水中的测井房轻微摇晃着。一个踉跄，她口
袋里的手机再次响了。“妈妈，你说了今天要
给我买生日蛋糕的，结果给你打了十多个电
话，你都不接。妈妈是骗子……”听着电话
那头小女儿的哭声，吴静只说了句“妈妈在
忙，过了给你补过生日”便匆匆挂断，继续测
流。

四周，咆哮着的綦江河巨浪翻滚……

綦江告急，史上最强洪水悄然袭来

东溪水文站是綦江河进入重庆境内的
首个水文控制站，只有两名工作人员。6月
21日晚上，是站长尹章文值夜班，由于提前
收到了气象预报，他一夜不敢入眠。22日2
时，狂风暴雨袭来，他冒着大雨到测井房看
了看水位，又检查了铅鱼、雷达波等监测设
备是否完好。4时，暴雨丝毫没有减弱的迹
象，水位开始缓慢上涨，在查看了贵州上游
降雨情况后，尹章文心里一紧，“怕是要发大
水。”

不到5时，吴静冒雨赶到了水文站。测
流、取沙，观测比降，观测水位……两人每半
个小时监测一次、报一次数据。

这时，在位于綦江河下游的五岔水文
站，刘劲梅和李红也熬红了眼睛，他们连夜
将流速仪安装到铅鱼上，随时监测各项数
据。五岔站往上34公里，就是綦江城区，綦
江河穿城而过。因此，五岔站的监测数据，
对綦江城区的防汛工作，至关重要。

与此同时，位于渝北区的重庆市水文监
测总站，灯火通明，站里所有主要领导、技术
人员全部到岗，死死盯着大屏幕上由各水文
站、雨量站实时上传的、不停上升的数据。

大家都敏锐地察觉到，这次洪水不简
单。但谁也没想到，綦江即将遭遇有水文记
录以来最大洪水袭击。

天渐渐亮了，随着暴雨的持续和贵州上
游来水的增加，綦江河的水位迅速上升。

22日9时，东溪水文站出现超警戒水
位，同一时间，位于綦江河支流蒲河上的石
角水文站也出现超警戒水位；9时40分，东
溪水文站出现超保证水位，达到286.55米。

以东溪、五岔、石角及贵州境内水文站、
雨量站的数据为重要依据，10时，重庆市水
文监测总站发布了五岔站洪水橙色预警，预
计位于綦江河下游的五岔站未来8小时将
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最高水位将超保证水
位。

险象环生，一线监测人员
涉险采集宝贵数据

22日上午，五岔站迎来了市水文监测
总站派来增援的8名工作人员，刘劲梅和
李红稍稍舒了口气——两人从4月3日便
开始了汛期24小时值班，并进行各种汛前
准备，这几天更是熬更守夜，身体早已吃
不消。

饶是大家都经验丰富，也没见过綦江河
出现这么大的洪水。“3人一组，半小时测流
一次，一次需要20多分钟。”刘劲梅告诉重
庆日报记者，奔涌的洪水带来了树枝、塑料
袋等漂浮物，时不时会挂住水文缆道上的铅
鱼，缠住流速仪的桨叶。这时，工作人员就
得冒着被洪水冲走的危险，将铅鱼拉回岸
边，清理干净后继续测流。

11时，东溪水文站。支撑测井房的水泥

柱子已几乎全部没入洪水之下，通往测井房
的天桥，变成了洪水中的浮桥。洪水裹挟着
泥沙、树枝，甚至钢筋，撞击着水泥柱，尹章
文和吴静刚刚从有些摇晃的测井房中跑上

“浮桥”，就听得“哗啦啦”一声巨响，上游50
米开外一棵需两人合抱的黄葛树被洪水连
根拔起，和测井房擦身而过。

“要说不怕是假的，只是当时只想到要
采集最全面的数据，也就顾不得怕了。”吴静
说。

“从9点到10点，一个小时就涨了3.16
米。”尹章文说，到了11时38分，水位涨到了
峰值289.03米，超保证水位2.71米。

这个关键的数据实时传回市水文监测
总站时，王云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双手
捏成了拳头。脑海里，全是那个在他心中萦
绕了一上午的不好的预感——难道，这次綦
江河真的会发生超历史水位？

提前8小时，重庆精准发布
史上首个洪水红色预警

“要不要做好升级红色预警的准备？”水
情预报员邓培建首先提出。

然而，这时东溪站的水位已达到峰值，
只是和1998年历史最高水位持平。

按规定，预测会出现超历史水位才能发
布洪水红色预警。若此时发布红色预警，沿
河街镇必然会马上采取各种措施，居民也会
恐慌。若水位不再上涨，就会因预警级别过
高而影响防汛抢险决策，劳民伤财。

早在今年年初，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
会和重庆市水文部门便预测綦江河今年汛
期可能发生超保证水位洪水。因此，早在入

汛前，我市各级各部门就作好了应对超标准
洪水的充分准备。

“全市每条中小河流，都提前作了洪水
预报方案，重要河流至少有3套方案，綦江
河的预报方案多达9套。另外，还有3种中
小河流的预报数学模型。”市水文监测总站
水情科科长黎春蕾说，2018年，重庆市中小
河流预警预报系统投入运行，不但能实时监
测全市和上游相关省市共计5000多个站点
上传的各种数据，还能随时用这些数据，通
过不同方案，在不同模型上测算出不同情况
下不同站点的洪峰值。

技术人员立即输入各相关站点上传的
数据进行演算。可得出的多个结论中，有的
是会出现超历史洪水，有的又显示不会。

光靠大数据计算是不够的，洪水预警还
得综合专业技术人员的经验，因为暴雨中心
的移动、降雨区间、干支流洪水的叠加时间、
地形地貌等各种因素，都会对洪水流量产生
巨大影响。

“最不能确定的就是上游藻渡河的来水
情况。藻渡河是綦江河的支流，在贵州境
内，那儿没有水文站，也没有雨量站，数据不
充分。而此次降雨的主雨区就在这条支流
上。”分管水情的邱鹏副站长说，不确定因素
太多，如何决策确实很难，洪峰抵达綦江城
区、抵达五岔站时，会不会超历史水位，谁也
没有十足把握。

这个洪水红色预警，此时是发，还是不
发？

在场每个人，都顶着巨大的压力进行分
析、论证、考量。

“最保险的做法，就是再等两个小时再
决定，就有把握了。”

“早一分钟就能保证更多人的安全。”
“如果现在预警错了怎么办?”
……
东溪站的峰值数据上传后12分钟，即

11时50分，王云当机立断：“马上将洪水橙
色预警升级为綦江流域重庆段全线洪水红
色预警！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比什么都重
要。如果这个预警出了问题，被骂我也认
了。”

就这样，重庆提前8个小时发布了历史
上首个洪水红色预警，为沿线居民转移，赢
得了宝贵的时间。

22日16时许，洪峰通过綦江城区。20
时，洪峰在预警的时间内通过五岔站，超过
1998年洪水历史最高水位0.30米。6月23
日中午，五岔站水位退到警戒线以下。

在这次有水文记录以来的历史最大洪
水袭击中，綦江区紧急转移10万人，无一人
伤亡。

“此次成功精准预警，离不开一线监测
人员冒着危险监测的实时数据。这也是我
们首次收集到超标洪水从起涨到峰值、到退
去整个过程的完整数据，非常宝贵。”王云告
诉记者，这次经历，也为我们今后的洪水预
警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洪 峰“ 哨 兵 ”
——重庆历史上首个洪水红色预警发布背后的故事

本报讯 （记者 黄乔）7月1日，市委组织部、市人
力社保局发布《重庆市2020年“千名高校毕业生下基层助
推脱贫攻坚”专项招聘公告》，集中投放1396个基层事业
单位岗位，专项招聘应届高校毕业生，助推我市贫困区县
如期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报名时间从7月6日开始。

据了解，本次发布的事业单位岗位全部用于招聘
2020年高校应届毕业生（含2年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单
位的高校毕业生），其中有107个岗位专门用于招聘贫困
家庭高校毕业生。所有岗位的工作地点均在18个贫困
区县，所属行业涉及基层教育、医疗、农林环保、文化旅
游、社会工作等，各岗位聘用人员均有5年最低服务期，
促进青年人才扎根基层建功立业。

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千名高校毕业生
下基层助推脱贫”专项招聘相对于常规事业单位公开
招聘有“两放宽一简化”的特点：一是在学历条件上放
宽，对部分医护岗位、音体美及学前教育老师岗位的学
历条件放宽至大专；二是在执业资格条件上放宽，允许
暂不具备教师资格、护士执业资格、医师执业资格的应
届毕业生报考，先上岗再考证；三是笔试科目简化，所
有应聘人员只需要参加一科《综合基础知识》笔试，试
题在测试综合知识的基础上，分别体现了对管理类、教
育类、卫生类和其他专业技术类等4种岗位所需行业基
本知识的测试。

按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要求，本次专项
招聘实行网上统一报名，使用统一题目，安排统一时间由
各区县分散组织笔试和面试，按属地原则落实卫生防疫
要求，保障考生安全。

据悉，我市各级事业单位的公开招聘工作正在推进
中，截至7月1日，市属事业单位及各区县属事业单位已
发布招聘岗位12000余个。上半年事业单位公招笔试
时间主要安排在7月19日或8月1日，高校毕业生和各
类人才可积极报考。

1396个基层事业单位岗位
专项招聘应届毕业生

7月6日开始报名

本报讯 （记者 张莎）2020年全国高考定于7月7
日至8日举行。重庆日报记者7月1日从重庆市“雷锋的
士”志愿服务队获悉，“雷锋的士”志愿服务队将在高考期
间开展高考直通车“健康送考”志愿活动，为主城中心城
区范围内需要送考的考生免费服务。

重庆“雷锋的士”志愿服务队1600余辆星级车将全
部投入今年的送考活动，以保障和满足有需要的考生。
考虑到疫情的特殊情况，今年的送考车辆除要做好安全
检查，还特别重视消毒措施，所有送考司机必须严格、规
范地佩戴口罩，同时提醒乘车考生及其陪同人员佩戴好
口罩。

6月29日起至7月5日12时，“雷锋的士”将接受考
生家庭预约。同时，在空车状态时，“雷锋的士”在路边遇
到主城中心城区高考生要求搭车时，在核实准考证后，可
免费为其提供送考服务。

高考期间“雷锋的士”免费送考

7月1日，綦江区綦河水位上涨。受强降雨天气与上游来水影响，7月1日，綦河水位再次暴涨，截至16时20分，洪峰到达綦江城
区，超保证水位1.8米。 特约摄影 陈星宇/视觉重庆

7月1日，S0101重庆三环高速綦万段山体滑坡，
通惠至永城段双向交通管制，救援人员正在对现场
进行清理。 通讯员 王泸州 摄/视觉重庆

7月1日，轨道5号线幸福广场1出入口，路面形
成的积水影响市民出行。

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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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珩 周松）7月 1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
到，我市自6月30日起遭遇新一轮强降雨天
气，20余个区县降下暴雨，4条河流出现超
警戒超保证水位洪水。市气象台发布了暴
雨橙色预警信号，这是市气象台连续第二天
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其中，綦江发出暴雨红
色预警。目前，重庆各区县发布的24条包
括雷电、暴雨等极端天气预警信号仍在预警
时间内，其中21条为1日发布。

据市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市将持续
有雨，局地仍有暴雨。未来24小时，铜梁、
綦江、江津、巴南、武隆、石柱、丰都、彭水、黔
江、酉阳、秀山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请市民
注意防范。

据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监测，6月30日
8时至7月1日8时，我市西部中到大雨、局
地暴雨到大暴雨，中部和东南部小到中雨、
局地大到暴雨。沙坪坝、九龙坡、綦江、江
津、涪陵等23个区县出现暴雨。

受降雨影响，綦江羊渡河出现超保证
水位洪水；綦江通惠河、藻渡河、江津笋溪
河等 3条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戒水位洪
水。綦江区綦江、秀山梅江等32条次中小
河流出现1-6米涨水过程，最高水位未超
警戒水位。

据了解，7月1日6时-8时，沙坪坝区、
两江新区等部分道路出现严重积水，导致车
辆无法通行。交巡警及时到达现场紧急处
置各类险情，疏导交通。9时许，积水消退，

交通恢复正常。截至下午2点，沙坪坝、北
碚、巴南、璧山、铜梁、綦江累计雨量已达暴
雨量级，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沙坪坝，达74毫
米。降雨仍在持续，各地气温不足29℃，主
城区最高温仅26.9℃。

据气象台统计，7月2日中西部和东南
部地区仍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将出现大暴
雨，其余地区小雨到中雨，全市最高气温难
超32℃。后天和大后天，各地降雨持续，东
部局地有暴雨。

20余个区县遇暴雨 4条河流水位超警戒
主城部分道路严重积水，全市未来3天持续有雨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 通讯员 吴廷贵）7月1
日上午，经过近两年的日夜鏖战，重庆城口（陕渝界）至开
州高速公路（以下简称城开高速）双河口隧道右线顺利贯
通。这也是城开高速首条贯通的2000米以上长大隧道，
为全线通车奠定了基础。

双河口隧道由中铁十一局五公司承建，位于开州区
满月镇满月河右岸斜坡上。该隧道分左右两线，左线长
2936米，右线长2984米。

隧道地质复杂，存在岩溶、危岩、釆空区和滚石，且穿
越多条断层带和煤层，极易发生软岩大变形、岩爆等地质
灾害，具有施工难度大、安全风险高、变形控制难等特点。

“危险性最高的作业面，一天只能掘进0.8米，是全
线的重难点、高风险工程。”项目负责人胡正邦称，复工以
来，项目部将任务指标和节点时间进行全面再统筹，倒排
出有针对性的施工计划，保障了双河口隧道平稳、快速推
进。

据介绍，2021年，城开高速开州赵家到大进约50公
里路段有望率先通车；2022年，全线有望建成通车，成为
重庆首条连接陕西省的高速公路。届时，从城口到开州
车程将由现在的4个小时缩短到约1个小时，我市也将
实现“县县通高速”的目标。

城开高速首条大隧道贯通
全线有望2022年建成通车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重庆日报记者7月1日从
市金融监管局获悉，在前期4个区县已设立民营小微企
业首贷续贷中心的基础上，重庆将在全市范围内推广设
立民营小微企业首贷续贷中心。

据悉，民营小微企业首贷续贷中心主要通过组织商
业银行集中入驻办公，为企业提供一站式、便捷化、高质
量的金融服务，同时运用大数据、智能化等新技术，以及新
上线的动产融资登记系统，帮助中小微企业依托生产设备
等动产进行融资，缓解其缺乏抵质押物等融资“痛点”。

市金融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市设立民营小微
企业首贷续贷中心，旨在帮助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中
小微企业缓解资金周转困难的压力，为全市“稳企业保就
业”提供金融支持。

武隆区、江北区、铜梁区和云阳县四区县已陆续成立
了民营小微企业首贷续贷中心，吸引了工商银行、农业银
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等多家银行入驻。

下一步，我市将推广这一经验做法，在全市范围内推
动设立民营小微企业首贷续贷中心。同时，我市计划陆
续在各民营小微企业首贷续贷中心引进融资担保、律师
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为企业提供全方位
的政策咨询以及融资服务，不断提升金融服务民营企业、
中小微企业的水平。

重庆将在全市推广设立
民营小微企业首贷续贷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