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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宁如娟 通讯
员 刘少阳 邓毅敏 实习生 吉聪慧）7月
10日15时，大祥区邵水西路邵水桥附近，
洪水刚刚退去，大祥区城管局设备所数
十名城管队员立即集中精力，对路边的
垃圾中转站进行清洗、设备维修等工作，
争取尽快让垃圾中转站恢复运行。

城管队员介绍，此处垃圾中转站承
担着邵水西路、红旗路等区域的垃圾转
运工作。随着洪水逐渐消退，周边受灾区
域的居民、商铺都开始清理垃圾、杂物，
沿线垃圾量将成倍增长。只有抢先让垃
圾中转站恢复运行，才能有效解决垃圾
清运问题，让受灾区域恢复干净整洁。

资江南路上，由城管队员和环卫工
人组成的共 100 余人的工作队伍，拿着
扫帚、借助洒水车进行淤泥清扫工作。
数趟来回后，原本被淤泥覆盖的路面露
出了底色，恢复正常通行。为加快道路
复洁速度，清洗工作在资江南路两端同
时推进，一刻也不停歇。

当天上午，记者走进资江南路、曹婆
井路、戴家路、邵水西路等路段，忙碌作业
的城管、环卫工人、环卫车辆随处可见。

7月10日凌晨，城区红旗路等部分
地段的洪水开始退却，市城管系统克服
连日抗洪抢险带来的疲劳，迅速投入灾
后恢复工作。当天，市城管局坚持“洪水
退到哪，复洁就到哪”，在受灾区域开展
大清扫、大清洗、大清运工作。该局组织
各区保洁公司及相关社区，对洪灾过后
的红旗路、邵水西路、邵水东路、资江南
路等主次干道进行清洗、清扫并及时清
运垃圾、杂物，同时出动洒水车、机扫车
等作业车辆及运输车辆，加大卫生死角
清理和垃圾收集转运力度。

市城管系统在继续加强对险工险
段和人员密集场所值守的基础上，要求
城管队员积极投身到灾后杂物清理和
道路清洗复洁工作中来，连续作战，以
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恢复城区环境
卫生。考虑到灾后废弃家具及大件物品
较多，容易对中转站压缩设备造成损
害，该局调集城区60台环保渣土车参与
清运，加大垃圾转运力度，将杂物直接
运送至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填埋场。

截至7月11日16时，大祥、双清、北
塔三区城管局累计出动城管环卫人员
4290 人次，出动洒水车、机扫车等环卫
作业车辆 332 台次，出动河道保洁打捞
船舶5艘，运输各类垃圾杂物194车。随

着清扫、清洗、清运工作持续推进，邵水
东路全线绿化带和邵水西路、戴家路、
大同街全线路面，江北九江码头周边以
及大祥区曹婆井社区、北塔区北塔社区
等地的淤泥清理和冲洗作业已完成。

城管系统全力以赴恢复市容

洪水退了洪水退了 城市净了城市净了

众志成城抗洪救灾 上下同心恢复家园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宁
煜 通讯员 赵先科） 民政
为民救大灾，凝心聚力解危
难。本轮暴雨洪涝灾害过程
中，市民政局立足机构改革后
的新定位、新职能，提前科学
筹划，周密部署安排，全力以
赴做好防汛抗灾工作。

此轮强降雨期间，市民政
局先后两次要求各地民政部
门组织对敬老院等民政服务
机构逐一排查，发现隐患和险
情及时妥善处置，及时上报。
同时，要求各地做好对特困人
员、低保人员、困难残疾人、留
守老人、留守儿童等民政服务

对象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保障。据不完全统计，邵阳市
民政服务对象约 100 余户受
灾，转移安置230余人。

此外，市民政系统还通过
慈善、社会组织管理等平台，
向社会发出倡仪，动员社会力
量积极参与防汛抗灾。其中，
市红十字水上救援志愿者协
会共发动50余人次志愿者参
与巡河防险，市环境卫生清洁
行业协会出动车辆 200 多台
次、动员志愿者300多人次参
与抗灾，邵东县蓝天救援队派
出专业队伍和装备参与受灾
群众转移和抢险。

民政部门全力救灾保民生

邵阳日报讯 （记者 伍
洁 通讯员 王喜嫔） 7月
11日上午，大祥区政府组织6
个防疫、医疗组分别奔赴中
心、翠园、百春园、雨溪等受灾
乡镇街道，开展灾后消毒、杀
虫、灭鼠等卫生防疫工作。防
疫人员身穿防护服，肩背喷雾
器对重点场所、重点部位边清
洗边消毒，宣教人员挨门逐户
发送消毒药品和宣传资料，到
处呈现一片繁忙的灾后卫生
防疫工作景象。

为做好灾后卫生防疫工

作，该区要求卫健部门把灾后
卫生防疫作为当前中心工作，
全力以赴，做到洪水退到哪里，
消毒杀菌工作就做到哪里，不
留死角，确保灾后无大疫。

从7月10日上午10时至
11 日上午 10 时，该区共出动
专业人员120余人次，发放宣
传资料 4600 余份，向受灾居
民、门店发放 84 消毒液 4000
余瓶，消毒面积达 28 万多平
方米。目前，全区未发生灾后
传染病和食源性、水源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

大祥区全面启动灾后防疫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肖燕 通讯
员 杨锋 岳榕）7月9日21时50分，最
高超警戒水位4.58米的资江洪峰安全过
境邵阳城区。这次洪水过程中，邵阳水文
人连续三昼夜值班值守，科学严谨地预
测预报，于7月9日7时发布洪水预报，提
前15小时预测洪峰水位，与实际峰现时
间仅差10 分钟，与实际洪峰仅相差0.03
米，为全市防汛指挥调度提供了精准的
数据支撑，成为确保我市抗洪抢险、保一

方安澜的重要参谋。
近年来，市水文局按照“诚实、主动、准

确、及时”的宗旨，立足全市防汛抗旱整体
目标，全面推进市县水文预测预警预报工
作，以科学及时的水文测报服务，充分发挥
全市防汛指挥调度“参谋、耳目”作用。

在本轮暴雨洪水过程中，面对复杂
的区间汇流和上下游洪水叠加形势，邵
阳水文人全面出动，组织应急测验人员，
赶赴洪水现场开展应急监测，收集完整

水文数据，为洪水预报分析和检验提供
实测数据。同时，该局水情科通宵值守鏖
战，一份份水情服务产品迅速向社会发
布。在此次暴雨洪水中，该局共发布水文
预测预警预报材料55期，共发布洪水预
警24次，预警预报结果与实际情况一致。

市水文局负责人表示，目前，新一轮
降水即将抵达，该局将密切关注水雨情
变化，继续做好各项应对措施，为市县防
汛主管部门指挥调度提供重要依据。

市水文局：精准测洪峰 预警保安澜

邵阳日报讯（记者 刘波 通讯员 刘
菱 实习生 何桂芳）7月10日16时许，资
江市区段水位降落至警戒水位以下。在本
轮暴雨洪涝灾害过程中，双清污水提升泵
站成功抵抗住河水倒灌的强大压力，阻击
了城市内涝的发生，市排水管理所所长周
飞林悬在心中的石头终于放下。

双清污水提升泵站位于双清区泥湾
资江岸边，它通过泵取资江南岸生活污
水管网的污水，向洋溪桥污水处理厂供
应污水，日供污能力达16万吨。因为历史
原因，我市的生活污水管网尚未实行雨
水污水分离，在汛期时，大量雨水、河水

就会混入污水管网，对地处低洼地带的
双清区污水提升泵站形成倒灌压力。在
资江水位达到一定高位时，资江河水就
会从泵站内的阀门检修井溢出。2017年6
月至7月的超历史暴雨洪水，曾导致双清
污水提升泵站内河水倒灌，使得周边地
区形成内涝现象。

对此，市排水管理所吸取教训迅速
整改。原先污水提升泵站的阀门检修井
进口为敞开式的，河水正是通过这个检
修井倒灌出泵站外。按照专家精确测算，
市排水管理所对进口安装了一块12毫米
厚、约4平方米大小的钢板，防止河水从

井口冲出，并将槽钢框架与原井壁的钢
筋焊接固定。

7月9日，近年来最高洪峰过境邵阳
市区，最高水位超过2017年。双清污水提
升泵站能否顶住压力防止城市内涝发
生？为全力确保安全，市城管局、市排水
管理所安排人员24小时值班，时刻关注
水位和钢板抗压情况，并在钢板上压上
了重达4吨的设备，再加一重保险。

7月9日至10 日，洪峰过境市区，水
位超过了双清污水提升泵站地面3米，但
是钢板安然无恙，没有出现河水大量溢
流现象，成功阻止了城市内涝现象。

周飞林介绍，目前，市排水管理所正
加紧对其它被淹泵站有关设备的清洗和
修复、调试，并检查资江和邵水两岸共20
余公里的截污干管，清理近百个污水检
查井内及排水口的杂物，争取尽快恢复
市内3座污水处理厂的供污工作。

双清污水提升泵站“全副武装”接受近年来最高洪峰考验

扛住倒灌压力 成功阻击内涝

邵阳日报讯（记者 贺旭
艳 通讯员 向军华 雷晓
宇）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人
民子弟兵。7月7日以来，受连
日强降雨影响，邵阳多地引发
洪涝灾害。邵阳军分区迅速启
动应急抢险预案，组织各人武
部动员集结民兵应急分队奔
赴抗洪一线，在抗洪抢险斗争
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主力军
和突击队作用。

在资江大祥区段与其重
要支流邵水河沿岸，多个地
段被洪水淹没，重要街道通
行受阻，沿江商铺人员物资
亟待紧急转移。大祥区人武
部 出 动 民 兵 应 急 分 队 120
人、冲锋舟 6 艘、橡皮艇 1
艘、车辆 4 台，集中兵力疏
散被困群众，转运沿江商铺
物资，并协助交通运管和水
利部门疏通车辆、巡查河道。

在新邵县大塘区，一座

粮站被淹，持续上涨的水位
将30余人围困在危房内，其
中还有一名离预产期只有三
四天的待产孕妇。情况十分
紧急，救援刻不容缓。新邵
县人武部迅速集结十余名民
兵，乘 2 艘冲锋舟赶赴事发
地，从粮站居民区二楼将受
困群众解救至安全地带。

位于低洼地带的双清区
人武部办公楼一楼全部被
淹。该区人武部在做好自我
防范的同时，出动民兵80余
人、舟艇 2 艘，参与堤坝加
固、物资抢运、险情处置等
行动，展现出良好的军人形
象和战斗精神。

本轮暴雨洪涝灾害过程
中，邵阳军分区共组织出动
民兵 548 人次、舟艇 21 艘、
车辆36台，共巡查河堤8500
余米，抢运物资近30吨，搜
救人员2796名。

军分区组织民兵抗洪救灾

7月11日下午，大祥区城北路街道仙人井社区内，市燃气
总公司30余名党员志愿者共同开展清洁家园志愿服务活动，
为灾后重建贡献力量。图为志愿者在合力清理大件水淹物品。

邵阳日报记者 宁如娟
通讯员 郭巧艳 张雅晴 实习生 吉聪慧 摄影报道

◀ 7 月 11 日
下午，原洪水重灾
区——邵水桥下
邵水西路，已恢复
整洁通畅。
邵阳日报记者

罗哲明 摄

▶清淤后的资江南路
牌坊广场恢复净美，市民在
其间悠闲漫步。

邵阳日报记者
罗哲明 摄

▲7月11日，环卫工人
在市区资江南路清理洪水
过后留下的淤泥。

邵阳日报记者
罗哲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