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8日，长沙火车南站，受部分列车停运的影响，不少旅客选择来退票。图/记者张云峰

6月，湖南进入主汛期。接下来湖南的天气会如
何？强降水带来了哪些影响？湖南又展开了哪些应对
行动？接下来将如何部署防汛抢险和救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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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天出行需关注路况

本报综合 长沙交警提醒广
大市民，暴雨天气出行应关注天气
情况和路况信息，提前选择出行
线路，避开易渍积水路段，驾驶人
应确保机动车灯光、雨刷、制动等
安全机件状况良好。市民在参与
交通过程中应注意互相礼让，避免
发生交通事故，并重点注意以下
几点：

1.知危险、会避险，被看见，才安
全。雨天夜间出行对交通参与者的
视线影响很大，发生人员伤亡交通
事故的风险加大，因此应尽量减少
雨天夜间出行。

2.减速慢行，变更车道要当
心。强降雨过程中，机动车驾驶人
的视线会受到一定程度限制，在行
驶过程中左、右转弯时，提前打转向
灯示意并注意观察车辆后方情况，
防止与其他车辆发生刮擦；在直行
通过路口时，要降低速度行驶，确保
安全通过。

3.在山区道路或路侧有山体道
路通行时，机动车要与道路边缘保
持适当距离，选择道路坚实路面行
驶，防止路基松软坍塌或山体塌方
造成险情。

4.通过涉水路段先观察。建议
通过涉水路段时，小客车不超过 20
厘米涉水深度，越野型客车不超过
30厘米涉水深度。

5.注意车辆停放安全。车辆停
车时尽量不要停在低洼地带，同时
大风暴雨时避免将车停放在大树、
围墙下。

6.行人撑雨伞横道时，要注意
前方及左右两侧来车。遇积水路
段时，绕行通过，避免被水中障碍
物绊伤或踏入沟井中，造成人身意
外伤害。

7.市民发现线缆脱落、树木折
断、路段积水过深等影响或阻塞
车辆通行的情况，请及时拨打 122
报警。

未来一周强降雨车轮战

本报长沙讯 进入 6月的雨水
集中期，强降雨展开车轮战。气象
部门预计，未来一周湖南处于降水
相对集中期，有两个主要降雨阶
段，分别为 9 日至 10 日以及 11 日
至 14 日。11 日降雨逐渐北抬至湘
北地区，11 日至 14 日雨带基本位
于湘中及以北，累计雨量大；15 日
除湘西北外，大部地区转为晴热
天气。

具体来看，9日，湘中以南阴天
有中到大雨，其中株洲、衡阳南部、
永州、郴州北部部分暴雨，株洲中
部、永州中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
区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
10 日，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湘中
以南部分中雨，衡阳、株洲局地大
到暴雨。

9日至13日需警惕湘中附近部
分地区（怀化、邵阳、娄底、株洲、衡
阳等地）可能出现的强降雨重叠，
重点加强防范沅水、资水、湘江下
游洪水风险，以及可能引发的山
洪、地质灾害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记者陈诗娴 实习生唐倩
通讯员戴帅汝 张婷婷 谭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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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长沙讯 6 月 5 日，浏阳市出
现了暴雨天气，与 6月 3日的大暴雨天
气相隔不到 48 小时，防汛压力空前。
浏阳市地形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地
质灾害易发、频发，且切坡建房住户众
多，连续的强降水严重威胁着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

在强降水来临时，浏阳市气象局的
防汛工作微信群消息跳个不停。

“预计未来 2 小时，我市自西向东
将受一波强降水影响，最大小时雨强可
达 40毫米以上，请提前防范。”“张坊收
到！”“沿溪收到！”浏阳市气象局的业务
人员每日在微信群中发送信息或回答
他人询问上百次。

在这次降水集中期里，浏阳市气象
局会同浏阳市自然资源局共同发布地
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次，针对 308个
地质灾害隐患点和41963户切坡建房户
发送预警短信 3 条。此次连续强降水

虽有地质灾害发生，但无人员伤亡。
6月5日清晨5时48分，浏阳市气象

局工作微信群中弹出一条消息：葛家镇
站点已修复。原来在这次强降水天气过
程中，业务值班人员发现葛家镇区域自
动站点的降水量明显偏小，当即通知了
装备维护人员刘小龙。不到 5点，天才
微微发亮，刘小龙便拿上工具冒着大雨
驱车前往数据有误的站点进行维修。虽
然穿着雨衣，但当维护好站点回到车内
时，身上已全然湿透。气象数据无比珍
贵，灾害性天气中的数据更是如此。浏
阳局的装备维护人员不管面对的是怎样
的天气怎样的困难，甚至路上遇到山体
滑坡导致道路中断，维护人员二话不说，
或扛上工具步行前往，或立即掉转车头
另选较远的路线赶赴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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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发布6批次
省级气象灾害预警

本报长沙讯 为了充分发挥
气象预警作用，最大限度减少强
降水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6 月 2
日 6 时至 7 日 14 时，湖南省气象
局通过湖南省突发事件预警信
息发布系统 12379 发送通道，向
省内防汛责任人发送突发事件
预警短信息 250 批次，98.43 万人
次。其中省级气象灾害预警 6 批
次，市县级预警信号 238 批次，共
计 93.99万人次。发布地质灾害预
警 4 批次，3.65 万人次，发布山洪
灾害预警 1批次，0.79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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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全省水利、应急、气象、水
文等部门会商研判，预计湘南仍有暴
雨、大暴雨天气，强降雨区域内中小河
流可能出现较大涨幅洪水过程。

近期湖南处于降水集中期，7 日 8
时至8日8时，降水主要在湘中、湘东南
地区，邵阳、常德、衡阳局地出现了大暴
雨。8日8时至9日8时，湘南大部分地
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株洲、衡阳、永州北
部、邵阳南部部分暴雨，株洲中部、衡阳
东部局地大暴雨；9 日，湘中以南阴天
有中到大雨，其中株洲、衡阳南部、永
州、郴州北部部分暴雨，株洲中部、永州
中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
中等阵雨或雷阵雨；10日，阴天有阵雨
或雷阵雨，湘中以南部分中雨，衡阳、株
洲局地大到暴雨。

受7日降雨影响，湘江上游潇水、下
游支流涓水，沅水支流辰水等河流水位
涨幅较大，部分河段涨幅3至6米，江华
县萌渚水大路铺站发生超历史洪水。
预计强降雨区域内中小河流可能出现
较大涨幅洪水过程，需防范局地强降雨
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由于未来
一周湖南省仍将处于降雨集中期，相关
地区要高度重视，切实落实责任，加强
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做好监测预警、

中小河流防御、山洪灾害防御、水库和
小水电安全度汛等各项防范应对工作。

此外，记者8日从省防汛抗旱指挥
部了解到，近日持续强降雨造成长沙、
湘潭、怀化、娄底、永州、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等市州的20余个县市区发生
洪涝灾害，共有 9.35万余人受灾，紧急
转移 3205 人，一批工农业基础设施受
到不同程度损毁。受灾地区正在组织
干部群众防汛抢险，加快灾后生产生活
恢复。

据气象和水文部门监测，自5月底
以来，湖南省出现持续强降雨，湘中、湘
东及湘南部分地区为降雨集中地区，多
地出现受灾。强降雨导致部分江河水
位上涨迅猛，其中湘江一级支流渌水的
醴陵河段水位一天上涨4米多，一度超
出保证水位 0.44米。湘江上游潇水的
一级支流萌渚水部分河段出现了超历
史实测记录的洪水，江华瑶族自治县
20个村庄被水淹，当地已于7日启动一
级防汛应急响应，组织防汛抢险和救灾
补损。

记者从湖南省水文局了解到，截至
8 日 10 时，湖南已有关山、茅溪等 4 座
中型水库水位超汛限。气象部门预计，
未来一周湖南省还将有持续强降雨过
程，其中9日湘中及以南地区的强降雨
情况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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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 据了解，湖南共有水库
14121 座，是全国水库最多的省份，其
中小型水库占全省总数的97%。今年4
月中旬以来，省水利厅决定对小型水库
安全运行开展全覆盖检查，确保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目前，厅领导带队检查已
基本完成，36 个专项检查组暗访和市
县自查、整改工作正在进行。

据了解，这些小型水库大多建于上
世纪70年代，由于前期建设标准低，后
期管护跟不上，病险隐患较多，一遇强降
雨，极易发生险情，严重威胁下游人民群
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历年是防汛保安的
薄弱环节。此次检查旨在摸清全省小型
水库安全运行情况和风险状况，全面查
找安全运行薄弱环节，建立存在重大安
全隐患水库清单和不能发挥效益水库清
单，督促各地尽快补齐小型水库在运行
管理和工程方面的短板和不足。同时，
规范责任追究，更好地压实各地水库安

全运行管理和监督责任；进一步营造水
利行业强监管氛围，督促各市级、县级水
行政主管部门主动开展自查，推动水库
防汛“三个责任人”和“三个重点环节”从
有名到有实，促进小型水库工程管理水
平提升，确保水库安全。

检查采用省市县分级负责的方式
进行，省水利厅抽查不少于 1000座，市
级抽查不少于 2000 座，县级实现检查
全覆盖。省水利厅采取“四不两直”方
式进行抽查，一是 14 名厅领导各包一
个市州，抽查水库防汛“三个责任人”履
职情况、“三个重点环节”落实情况、“三
大建筑物”安全状况；二是组建36个专
项检查组进行暗访检查。三是厅防汛
值班室根据雨水情开展随机抽查。各
级检查组检查信息全部上传到全省水
库信息管理系统汇总，省水利厅能及时
掌握检查进度和发现问题情况，跟踪整
改落实情况。

6月8日，长沙福元路湘江大桥，从桥墩处可以看到水位明显上涨。图/记者谢长贵

全面开展
小型水库安全度汛隐患排查

提
醒防汛升级应对新一轮强降雨

多部门会商研判要求做好监测预警、山洪灾害防御等防范应对

本报记者李琼皓 综合新华社报道

气象部门工作微信群消息跳个不停

本报长沙讯 广铁发布消息称，6
月 8 日，受广东境内清远、惠州地区强
降雨影响，武广高铁、京广铁路、厦深铁
路途经列车有不同程度晚点或停运。
截至 8日下午 6时，途经长沙火车南站

列车已有37趟停运。
铁路部门将动态调整开行列车，请

旅客出行前密切关注车站公告、广播信
息，或致电12306咨询最新信息，以免耽
误行程。 记者黎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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