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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救灾

A02

扫二维码
看习近平就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发扬连续奋战作风组织抢险救灾
习近平在听取军队参与防汛救灾情况汇报时强调，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军队相关单位要会同地方加
强 汛 情 研 判 ，科 学 用 兵 ，精 准 用
兵。任务部队要保持良好状态，及
时排查风险隐患，有力组织抢险救
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帮助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习近平

8 月 20 日上午，正在安徽视察调
研防汛救灾工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听取
军队参与防汛救灾情况汇报，代表党
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参与防汛救灾的
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武警部队官兵、民
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诚挚问候。这是
习近平在听取汇报后发表重要讲话。
图/新华社

据新华社电 正在安徽视察调研防汛救灾
工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20 日上午听取军队参与防汛救灾情况
汇报，
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对参与防汛救灾
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武警部队官兵、
民兵预备
役人员致以诚挚问候。他强调，要发扬连续奋
战作风，
有力组织抢险救灾，
支援地方灾后恢复
重建，
切实完成防汛救灾后续任务。
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东部战区、
安徽省军
区、武警安徽省总队分别汇报了军队参与防汛
救灾有关情况。据统计，今年入汛以来，截至 8
月 19 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习主席重

洪峰过境

要指示和军委决策部署，共出动兵力 120 多万
人次，组织民兵 30 多万人次，参加了 17 个省份
的防汛救灾行动，共转移群众 17 万余人、封堵
决口和管涌 3900 多处、加固堤坝 900 多公里、
抢通道路 350 多公里。
习近平在听取汇报后发表重要讲话。他
指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多地出现严重洪涝
灾害。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有关方面团结
奋战，灾区人民众志成城，我军部队勇挑重担，
经过顽强努力，取得了防汛救灾斗争阶段性重
大胜利。人民军队听党指挥、闻令而动、向险
而行，
关键时刻发挥了突击队作用。

习近平强调，军队相关单位要会同地方加
强汛情研判，科学用兵，精准用兵。任务部队
要保持良好状态，及时排查风险隐患，有力组
织抢险救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帮
助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要严格教育管理部队，
积极践行我军宗旨，树立人民军队威武之师、
文明之师良好形象。这次防汛救灾对我军领
导指挥体制、部队战备状态和遂行任务能力、
官兵战斗精神、军政军民关系等都是实际检
验，要搞好总结，做到打一仗进一步。防汛救
灾中涌现出许多感人事迹，要用好这些鲜活教
材，
凝聚强军兴军强大正能量。

习近平对抓好下半年全军各项工作提出
要求。他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突出工作重
点，创新方式方法，有力有序推动各项工作落
地见效，坚决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 2020 年目标
任务，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要
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集中精力练兵
备战，确保遇有情况能上得去、打得赢。对我
军建设“十三五”规划攻坚、
“ 十四五”规划编
制、政策制度改革等重点工作，要压实责任，确
保取得实效。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做好抓基
层打基础工作，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确保
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安全稳定。

驰援四川

刚到乐山就深入小区排涝

头上缝三针
仍抱着婴儿转移
据新华社电 长江菜园坝站洪峰水位
超保证水位 8.30 米，嘉陵江磁器口站洪峰
水位超保证水位 8.65 米……20 日，
“ 长江
2020 年第 5 号洪水”
“ 嘉陵江 2020 年第 2 号
洪水”洪峰汹涌而下，两路“夹击”，正在通
过重庆中心城区。
重庆用Ⅰ级防汛状态，加强巡查值守，
加快转移人员，抓紧安置群众，打响了防御
大洪水的阻击战。
本轮洪水来势汹汹。记者看到，近几
日不断上涨的江水使重庆临江大量道路、
商铺、居民楼宇被淹，磁器口、朝天门、南滨
路等地标性地段出现“看海”景象，防汛形
势极为严峻。
在长江、嘉陵江两江交汇处的长嘉汇
景区，临江商铺人员已全部转移，停泊在江
上的趸船几乎与路面齐平，夹杂着大量漂
浮物的江水流势汹涌。而在嘉陵江边的磁
器口古镇，古镇入口处的道路已被淹没，洪
水逼近临街店铺的三楼。
洪水将重庆南滨路、嘉滨路淹没，重庆
主城区多条道路已实施交通管制。记者 19
日在临江的重庆轨道交通 2 号线黄花园站
看到，上涨的洪水已淹没行车轨道墩柱。
从 19 日夜到 20 日凌晨，重庆磁器口古镇迎
来今年最强洪峰。区级和街道干部、公安
民警、志愿者等各种力量全员动员，连夜值
守，确保群众生命安全。
在磁器口古镇，一名七旬老人身患疾
病，平日需要在家吸氧治疗，快速上涨的洪
水将老人困在家中。脱掉雨靴、卷起裤腿，
市政队员赵江鸿二话不说背起老人，在几
名同事协助下将老人从家中安全转移出
来。获救后的老人拉着赵江鸿等人的手，
向他们连连道谢。
在合川区抗洪一线，基层派出所所长
赵志刚一直坚守着。拉起警戒线，维持救
灾现场秩序；帮助受灾户抢运物资，转运被
困群众……几天下来，赵志刚已是满眼血
丝，声音沙哑。
在合川城区，政府部门一边派人值守
洪水警戒线，一边还派出各类冲锋舟、橡皮
艇穿梭在被洪水漫过的街巷之间，随时救
援尚未来得及撤离的群众。参与抢险救灾
的合川区人武部水上救援排排长徐阳，在
帮 助 群 众 转 移 物 资 时 ，头 被 撞 破 ，缝 了 3
针。记者采访他时，徐阳头上还缠着胶带，
刚把一名婴儿抱到安全地带。

8 月 20 日，刚刚抵达四川乐山市的常德消
防支队指战员，立即连夜为当地小区进行排
涝工作。
19 日，湖南 170 名消防队员分批次赶赴乐
山，增援当地抗洪抢险工作。

增援力量由长沙常德消防构成

8 月 20 日下午，常德消防支队 38 人，携 6
车，300 余件套救援装备到达乐山市消防救
援支队特勤站，连夜对乐山市五通桥区万宸
阅湖郡小区的地下车库严重进水进行紧急
排涝。
该小区地下面积约 45949 平米。共计住
宅 1333 户、商业约 480 户，车位 1162 个。本次
洪水公司损失惨重，地下室中发电机房、电梯
房、二次供水房、配电机房、弱电系统等及业
主的约 15 辆机动车、十几台非机动车已被全
部淹没；洪水退却后，物业公司积极恢复自
救，采取了打扫卫生，抽水、安抚业主等措施，
但仍旧不能将地下水有效及时抽出，目前小
区还处于停水、停电、停气状态。
接到救援请求后，常德消防支队派出排
涝神器：4000 型大流量排水抢险车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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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探测器离地球超800万公里
据新华社电 记者 20 日从国家航天局探月
与航天工程中心获悉，截至 8 月 19 日 23 时 20 分，
“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距离地球约 823 万公里，
状态正常。
据悉，8 月 19 日 22 时 20 分起，环绕器上火星
磁强计、矿物光谱分析仪、高分辨率相机、中分辨
率相机等载荷依次完成自检，确认设备状态正
常。其中，中、高分辨率相机后续将负责对火星
表面成像，开展火星表面地形地貌和地质构造研
究；火星磁强计后续主要负责探测火星空间磁场
环境；火星矿物光谱分析仪则用来分析火星矿物
组成与分布。

据新华社电 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副主任乔毅 8 月 20 日表示，为最大程度减轻受疫
情影响的缴存单位和职工的资金压力，乌鲁木齐
已及时调整部分住房公积金政策。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8 月 20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乔毅表示，受此
次疫情影响而生产经营困难的企业可按照《乌
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办法》一般程序，申
请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或缓缴住房公积
金。待企业经营情况好转后，可办理提高住房
公积金缴存比例或补缴。自 2020 年 7 月 17 日至
9 月 30 日，单位未能按时缴纳住房公积金的，其
缴存职工的汇缴记录都视为正常汇缴，职工住
房公积金缴存时间连续计算，不影响职工申请
贷款的权益。
因感染新冠肺炎住院治疗或医学观察人员，
一线医疗人员、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等参加疫
情防控工作人员，以及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
来源的职工，若疫情期间住房公积金贷款未能正
常还款，只要在 2020 年 9 月 30 日前还清欠款，将
不做贷款逾期处理。
乔毅介绍，需要支付房租的租房职工，可通
过线上渠道“一站式”办理房租提取业务。

本报通讯员陈自德 颜雨彬 李玟
记者骆一歌 四川报道

连夜深入小区排涝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国家航天局获悉，8 月
20 日，我国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高分七号卫
星正式投入使用。作为我国首颗民用亚米级光
学传输型立体测绘卫星，该星的投入使用标志
着高分专项打造的高空间分辨率、高时间分辨
率、高精度观测的天基对地观测能力初步形成，
将进一步满足用户在基础测绘、全球地理信息保
障、城乡建设监测评价、农业调查统计等方面的
数据需求。
高分七号卫星于 2019 年 11 月 3 日成功发射，
卫星搭载了双线阵立体相机、激光测高仪等有效
载荷，突破了亚米级立体测绘相机技术，能够获
取高空间分辨率光学立体观测数据和高精度激
光测高数据，是全球首个采用双线阵+激光测高
体制实现 1:10000 立体测图的卫星工程，大幅提
升了我国卫星对地观测与立体测绘的水平。该
卫星不仅可以满足国内用户的有关数据需求，还
可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有力的空间信息
支撑，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提升我国航天国际
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卫星在轨测试期间，对土地违法监察、基本
地物要素识别、农作物种植面积测量、公路建设
施工监测等方面的一系列功能进行了验证。接
下来，卫星将在全球地理信息获取、自主数据提
供等方面开展进一步研究与应用。
高分专项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
划纲要（2006-2020 年）》确定的十六个重大专项
之一，启动实施以来，已成功发射多颗高分卫星，
高分数据在 20 余个行业、31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得到广泛应用。
国家航天局局长张克俭表示，2020 年是高分
专项数据应用推广建设的关键年，
要强化数据应
用推广体系建设，
推进遥感应用产业发展，
打造国
家级遥感数据共享应用服务平台，加强国际数据
交流共享、
国际产品生产服务等能力建设，
进一步
塑造
“中国高分”
国际合作品牌，将“高分模式”推
广应用到后续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建设中。

乌市受影响职工可缓交公积金

湖南170名消防员增援四川

8 月 19 日下午，根据应急管理部应急指
挥中心调度，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派出 170
名队员，并携带 28 辆救援车辆 10 艘舟艇，分
批出发前往四川省乐山市增援当地抗洪抢险
救灾。
8 月 17 日以来，乐山市大部分地区出现强
降雨，杜家场因暴雨造成河水上涨，部分河堤
出现坍塌，有决堤危险。目前，全市范围内仍
有部分地区有不同程度的险情。其中，积水
和淤泥囤积尤为严重，
急需增援。
针对四川省乐山市境内的严峻汛情，湖
南省消防救援总队立即调派抗洪抢险专业力
量支援。该批增援力量由长沙市消防救援支
队、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训练与战勤保障支
队抗洪抢险救援队组成。

高分七号卫星正式投入使用

8 月 20 日晚，四川乐山市五通桥区万宸阅湖郡小区，来自湖南常德的消防员连夜对严重进水
的地下车库进行紧急排涝。
图/陈自德

带着淋浴车赶赴四川
8 月 19 日下午 5 点 40 许，根据湖南省消
防救援总队调度，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派
出 71 名队员，并配备 16 辆消防车 4 艘舟艇 6
个 40HP 动力源，出发前往四川省乐山市，
支援当地抗洪抢险救灾。
长沙消防增援力量将分为作战编队和
战勤保障编队，作战编队由排涝分队、冲锋
舟分队、挖掘机分队、机动作战分队组成，
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调度，执行抗洪抢
险任务。
战勤保障编队由维修分队、运输保障
分队、饮食保障分队、宿营保障分队组成，
负责现场指战员餐饮住宿、车辆维修保养，
同时利用淋浴车、清洗车在安置点为受灾
群众提供淋浴洗涤服务。

邮编：
410004

报料求助热线：
0731-85571188

预警

湖南发布洪水黄色预警
本报长沙讯 8 月 20 日 17 时 10 分，省水利厅
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受长江上游来水影响，
未来 72 小时，洞庭湖安乡河段（警戒水位 37.00
米）水位持续上涨并出现超警戒水位 0.1 米左右
的洪水，南县河段（警戒水位 35.5 米）水位持续上
涨并出现警戒水位左右洪水，南咀河段（警戒水
位 34.00 米）、沅江河段（警戒水位 33.50 米）水位
持续上涨并接近警戒水位，城陵矶河段（警戒水
位 32.50 米）水位持续上涨出现超警戒水位 0.5 米
左右的洪水。
省水利厅提请岳阳市市辖区、岳阳县、安乡
县、南县、沅江市等沿岸相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加
强防范，及时避险。 记者李琼皓 通讯员刘乐

广告招商热线：
0731-85572288

发行投诉热线：0731-85573388

深圳新增1例无症状感染者
据新华社电 深圳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20 日举行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披露，19 日，深
圳新增 1 例无症状感染者。
深圳新增的无症状感染者魏某为 52 岁女
性，居住在罗湖区，为 8 月 14 日发现的男性无症
状感染者的母亲，也是密切接触者之一，现已转
送至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接受隔离医学观察，情
况稳定。经初步排查，魏某有 5 名密切接触者，
此前已作为男性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接
受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密切接触者的核酸检测结
果均为阴性。
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罗乐宣在发布
会上说，深圳自 8 月 14 日起开展专项核酸筛查和
市场冷链防控核酸检测，截至 8 月 20 日 8 时，两项
筛查共计采集人员样本超过 61.77 万份，已完成
检测 59.02 万份，除 3 名无症状感染者之外，目前
其他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至此，深圳市共排查出 3 名无症状感染者，
均已在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接受隔离医学观
察。截至 8 月 19 日 24 时，深圳市累计报告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 465 例，
目前在院 3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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