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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出台实施意见
在全市推开“以案四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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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8月19日上
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视频调度长江
5号洪水、嘉陵江2号洪水过境重庆防汛
救灾工作。唐良智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
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和陈敏尔
书记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毫不
放松、严阵以待，压紧压实各项责任、抓细
抓实各项工作，坚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市领导李明清等参加。
受上游持续强降雨影响，长江形成

2020年第5号洪水，嘉陵江形成2020年第
2号洪水，我市主要河流迎来今年入汛后最
大洪水，沿江多地出现超保水位。市委、市
政府高度重视长江5号洪水、嘉陵江2号洪
水过境重庆防汛工作，在18日下午我市启
动洪水防御I级应急响应后，陈敏尔、唐良
智第一时间到现场检查防汛工作，相关市领
导及市应急局、市水利局领导干部赶赴沿江
区县检查指导，全市上下全力应对，扎实有
效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

唐良智视频连线潼南、合川等区，听取

防汛救灾工作汇报，了解实时水情、防汛形
势和洪峰过境情况，详细询问险情应对处置
措施。总体来看，沿江区县高度重视、高度
警惕，准备充分、应对有序。唐良智说，今年
入汛以来，我市暴雨天气次数是常年同期的
两倍，长江、嘉陵江形成大小洪峰明显多于
往年，防汛救灾形势十分严峻。这次过境的
长江5号洪水和嘉陵江2号洪水，峰高量
大、来势凶猛，防汛任务艰巨繁重。

唐良智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时刻绷
紧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这根弦，
始终保持临战状态，把工作做在前面，把措
施提升一级，确保全市安全度汛。一要扎实

开展沿江区县风险隐患再排查再整治，加强
水情汛情监测研判预警，紧盯病险堤岸和水
库、城乡薄弱环节、人员密集场所、沿岸潜在
污染源，“一区县一清单”建立台账，“一问题
一方案”开展整治，及时排除险情，确保问题
解决在萌芽之时。二要强化跨区域跨部门
应急联动，市区间、部门间、上下游、左右岸
要通力协作，加强信息共享，强化险情处置，
做好转移避险，严防人员擅自回流造成次生
灾害，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加强联防联控和群
防群控。三要有力有序推进灾后重建、恢复
家园，有效做好灾后防疫，迅速修复毁坏设
施，加强水淹后电力设施检修，支持各类市

场主体特别是小店铺尽快复工复产，做好受
灾群众后续救助帮扶，推动沿江受灾区县加
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四要严格工作责任，
压实党政领导汛期24小时双值班责任、防
汛救灾四级分片包干责任制和常态化专项
督查机制，对因责任落空、缺岗缺位、玩忽职
守、组织指挥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问
责、绝不姑息，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一线、靠
前指挥，做到在岗位、在状态、在现场，全力
以赴抓好任务落实，坚决打赢防汛救灾这场
硬仗。

市有关部门、沿江15个区县负责人参
加。

唐良智在视频调度长江5号洪水嘉陵江2号洪水过境重庆防汛救灾工作时强调

压紧压实各项责任 抓细抓实各项工作
坚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8月19
日，市委书记陈敏尔再次现场检查长江5号
洪水、嘉陵江2号洪水过境重庆防汛工作。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
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以高度负责、高度警惕的工作状
态，强化科学调度应对，深化隐患排查治
理，做好应急救援处置，全力以赴打赢打好
防汛救灾这场硬仗，努力把灾害造成的损
失降到最低。

市政府副市长李明清参加。
18日，我市启动有记录以来首次防汛

Ⅰ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紧急动员、迅速
行动，全力投入防汛救灾工作。截至19日
7时，此次洪峰过境已导致江北、巴南、江
津、潼南、铜梁、合川等区县12万余人受灾，
紧急转移安置6万余人。随着长江2020年
第5号洪水、嘉陵江2020年第2号洪水来
临，主城都市区中心城区两江水位持续上
涨，直逼历史最高值，沿江地势低洼地带的
道路、商铺、车库、农贸市场和滨江公园等
被洪水淹没。

沙坪坝磁器口是嘉陵江防汛重点区
域，19日9时水位逼近193米，超过保证水
位近7米，洪水已将古镇大门前的十字路口
淹没，一楼临街门面进水。陈敏尔来到磁
器口平台，实地察看水位涨势，仔细了解洪
峰过境及应对处置情况。沙磁巷地下车库

已被淹没，洪水快要漫延到临街商铺。陈
敏尔来到一家位于地下负一层的超市，察
看商场内受淹没的区域，与经营者交谈，询
问受淹面积和损失情况。他要求有关方面
进一步细化落实安全管理措施，提早做好
受威胁区域人员财产转移工作，尽力帮助
受灾商家渡过难关。

江岸边，消防队员、中国安能救援队队
员和志愿者等多支救援队伍正在待命，陈
敏尔上前向大家表示慰问，叮嘱他们在保
护好自身安全前提下，全力帮助群众抢险
转移。现场指挥部内，人员转移、抢险救
援、监测预警等工作小组有序运转，通过无
人机从江面上传回的画面，陈敏尔详细了
解区域实时水情，对进一步做细做实防汛
工作提出要求。

石门大桥下，湍急洪水形成一个个漩
涡，陈敏尔在桥上察看实时流量、两岸水位
变化。来到江北北滨一路，陈敏尔仔细检
查江岸和堤坝安全，叮嘱相关部门要加强
应急巡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滨江路亲
水步道已被淹没，路口设置了路障和安全
提示，看到群众正在岸边观水，陈敏尔提醒
大家自觉遵守防汛管理规定，远离危险区
域。

陈敏尔指出，近期，上游地区连续出现
大面积强降雨天气过程，导致此次洪水峰
高量大；加之两江上一轮洪峰刚刚过境，水
位尚未退去，两轮洪峰前后叠加；岷江、沱

江、嘉陵江、涪江等河流同时超警超保，在
长江、嘉陵江重庆段形成多流汇集。这次
长江2020年第5号洪水、嘉陵江2020年第
2号洪水是今年入汛以来长江上游最大洪
峰，也是我市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对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带来严重威胁。我们坚
信，有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正确决
策，有国家有关部门的科学调度、大力支
持，有全市上下齐心、军民合力，一定能打
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

陈敏尔强调，防汛工作人命关天、责任
重大，不能有丝毫松懈，容不得半点闪失。
要始终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首位，密切监
测水情汛情，强化分析研判，及时预警预
报，坚决果断转移受威胁区域人员和财产，
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能转快转。要加
强隐患排查治理，对沿江堤岸、工程建筑、
低洼地带等防洪重点地区要开展拉网式排
查，及时发现整治安全隐患，坚决防止发生
次生灾害。要加强险情应急处置，坚持部
署提前、力量靠前、有备无患，充分做好抢
险救援准备，一旦出现险情第一时间有效
处置，努力把险情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最
小程度。要加强灾后恢复重建，全力保障
转移人员及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及时组织
群众生产自救，做好洪峰过境后卫生防疫
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加
强科学调度指挥，坚持统一指挥、部门协
作、军民联防，加强上下游、左右岸协调联

动，确保防汛救灾工作反应灵敏、配合有
力、运转高效。各级领导干部要在岗位在
现场，靠前指挥、亲自督战，以战时标准做
好防汛工作，用实际行动守护一方平安。

当天晚上，根据汛情发展，陈敏尔和市
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再次会商调度全市
防汛救灾工作，并就进一步强化防汛措施
作出部署强调，洪峰逼近，主城两江即将达
到最高水位，全市防汛救灾进入最关键时
刻。汛情就是命令。全市上下必须始终保
持战斗状态，切实提高警惕，从紧从严从实
做好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生命安全，保
障城市度汛安全。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
任，市领导带头履责、分工负责，各级领导
干部都要切实担负起防汛救灾的政治责
任，特别是沿江各区县必须全员坚守、分兵
把守，把责任细化到岗位、落实到人头，做到
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要进一步严格值班值
守，认真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干部带班制
度，做到重点区域有人值守、重点地段有人
巡查、重点部位有人看护，突出抓好夜间巡
逻和应急管控，不漏掉一处隐患，不放过一
处险情，迅速有效处置可能出现的突发情
况。要进一步细化强化措施，严格落实防
汛预案部署要求，时刻跟踪汛情变化，及时
调整优化工作举措，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
一些，把任务布置得更细致一些，把工作落
实得更扎实一些，确保防汛万无一失。

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现场检查。

陈敏尔再次现场检查并调度洪峰过境防汛工作时强调

强化科学调度应对 深化隐患排查治理
全力以赴打赢打好防汛救灾这场硬仗

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
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团结带
领全党全国人民决战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之际，为深入贯彻
中央关于统计工作的决策部署，
经党中央、国务院授权和批准，
国家统计局2020年第2统计督
察组日前进驻我市开展统计督
察工作，并于8月19日与市委、
市政府进行对接沟通。督察组
组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鲜祖德
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
导同志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
指示批示精神，通报统计督察事
宜，提出工作要求。市委书记陈
敏尔作表态发言，市委副书记、
市长唐良智出席。

鲜祖德指出，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统计工作。习近平
总书记就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
弄虚作假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
指示批示，彰显了党中央防惩统
计造假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为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推动统
计工作更好服务国家宏观调控
和科学决策管理指明了方向原
则，提供了科学遵循。开展统计
督察，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发挥统计监督职能
作用的重要制度性安排，是推动
党中央关于统计工作决策部署
落实落细落地的重要举措。此
次统计督察将紧紧围绕中央《防
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督
察工作规定》确定的督察内容，
聚焦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统计工作决策部署、遵守执行
统计法律法规、防范和惩治统计
造假、弄虚作假工作、国家统计
规则政令执行等情况开展督察，
维护统计法律法规权威，推动统
计改革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做
好统计保障。

陈敏尔表示，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统计工作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
批示，为做好新时代统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近年
来，重庆市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和加强党对
统计工作的领导，不断夯实统计基层基础，积极构建现代化统计
调查体系，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统计保障。我们要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上来，不折不扣完成好统计督察各项任务。要全力配合督察组
工作，认真落实督察要求，如实反映相关情况，确保督察组全面
准确掌握第一手资料。要持续提升工作水平，坚决抓好督察反
馈问题整改，深入推进依法统计、依法治统，与时俱进深化统计
改革创新,切实把统计数据搞准、搞实、搞全，坚决防止和反对弄
虚作假，提高统计公信力。

据悉，国家统计局2020年第2统计督察组将对重庆市开展
为期14天左右的统计督察。进驻期间设立统计造假、弄虚作假
等违纪违法行为问题举报电话：023—88592332；举报信箱：重
庆 市 渝 中 区 A073 号 邮 政 专 用 信 箱 ，举 报 电 子 邮 箱 ：
2020tjdc2@stats.gov.cn；举报接待室，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曾
家岩24号雾都宾馆2703房间。受理举报期限：2020年8月19
日—9月1日，19日受理时间为16∶30—18∶30，其余为每天8∶
30—18∶30。

督察组成员，市领导吴存荣、王赋，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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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16时30分，江北区郭家沱锣旗寺社
区两名群众被洪水困在一栋位于长江边上的民居
内。当地出动冲锋舟实施救援未果，紧急向市应急
管理局请求支援。市应急管理局立即出动直升机，
于19点过将两人成功解救。

（文/记者 杨铌紫 图/市应急管理局航空救
援总队）

直升机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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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向新聘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颁发聘书并强调
服务发展大局反映群众期盼弘扬优秀文化
发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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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线上智博会
9月15日在渝开幕

李克强对2020年中国医师节作出重要批示强调
不断提升医术水平和服务质量
进一步推动卫生健康事业改革发展

（详见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