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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10 新闻

持续强降雨致南方多地受灾

抗洪，50 万人向前冲！
� � 受近日持续强降雨影响，7月
2日，湖南、广西、江西、湖北、安徽
等地 60多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水
位洪水，其中湖南沅江中游、资水
和广西桂江上游等地 16条河流先
后发生超保证水位洪水，湘江下游
发生超历史水位洪水。

1 日， 长江出现今年第一号
洪水，国家防总启动防汛Ⅲ级应
急响应。 国家防总 2 日再会商，
进一步对防汛抗洪做出部署。 2
日， 长江中下游水位迅速上涨，
干流莲花塘至大通江段及洞庭
湖、鄱阳湖两湖水位继续超警。

目前， 湘江长沙段及主要支
流水位均大幅超警戒水位。 2日 7
时， 湘江长沙站实时水位 39.22
米，超有记录以来历史最高水位。
2日 20时，湘江长沙站水位 39.49
米，超警戒水位 3.49米。长沙已启
动防汛最高级别应急响应。

同时，新一轮强降雨仍在赣
北持续，江西境内江河湖库水位
大幅上涨，多站点维持超警戒水
位。 江西省防总 2 日 12 时启动
防汛Ⅱ级应急响应。 1 日凌晨开
始， 桂北出现新一轮强降雨，广
西启动洪涝灾害Ⅲ级应急响应。

中央气象台 2 日 18 时发布
暴雨蓝色预警， 预计 2 日 20 时
至 3 日 20 时，广西东部、广东大
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北
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四川南
部、云南西部和东北部等地有大
到暴雨。

连日来，南方洪区各省全力
加强巡堤查险和抢险救灾。 截至
2 日， 南方各省区累计投入抗洪
军民 50 多万人。 目前，湖南、湖
北、江西、安徽等省在防汛一线
的抗洪军民有 12.78 万人， 其中
湖南 11.7 万人。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壹基金
等公益组织也展开了相关赈灾
救灾活动。

湖南 85%县市区启动救灾
应急响应

6 月 26 日 9 时， 国家减灾
委、 民政部针对湖南省岳阳、湘
西、长沙、常德等地严重暴雨洪
涝灾害，紧急启动国家Ⅳ级救灾
应急响应， 派出工作组赶赴灾
区，查看灾情，指导地方开展救
灾工作。

6 月 27 日 8 时 30 分， 国家
减灾委、民政部针对浙江、贵州
两省严重暴雨洪涝灾害，紧急启
动国家Ⅳ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
2 个工作组分别赶赴灾区， 查看
灾情，指导地方开展救灾工作。

此次湖南暴雨覆盖范围广、
持续时间长、短时间内雨量大。

截至 2 日 12 时， 湖南共有
12 市州 105 县区受灾，受灾人口
411.4 万人，因灾死亡 10 人、失踪
1 人，转移安置 56.2 万人，需紧
急生活救助 18.5 万人。 目前，湖
南多趟高铁列车暂时停运，部分

城市出现内涝。
面对灾情，从机关干部到解

放军官兵，从青年志愿者到退休
老人，湖南省上下一心、众志成
城， 开始了一场与洪水的争夺
战。 湖南省主要领导赶赴灾区一
线，嘱托当地官员：“洪水还将持
续一段时间，务必全力以赴众志
成城打赢这场硬仗！ ”

连续大到暴雨，令泸溪县内
山洪、泥石流、塌方等自然灾害
频发，近万名党员干部奋战在抗
洪抢险第一线。 截至 2 日凌晨，
该县紧急转移灾区群众 5.85 万
人。

湖南启动地质灾害监测预
警Ⅱ级响应，全省 85%县市区均
启动救灾应急响应。 省民政厅紧
急下拨救灾资金 2600 万元，并
紧急调运棉被 12000 床、 帐篷
600 余顶。 各级民政部门调拨救
灾款物， 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
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临时安
全住所、有病能及时救治。

社会组织联合救灾

针对湖南省多地出现的洪
灾灾情，壹基金壹家人第一时间
响应并开展救援行动。 截至 7 月
2 日晚，已在受灾严重的怀化市、

益阳市发放饮用水 12 万余瓶，
为超过 1 万名受灾群众解决燃
眉之急；家庭救灾箱、温暖包和
睡袋等紧急救援物资已于 2 日
晚 22：30 运抵受灾严重的长沙
市宁乡，从 3 日起陆续向受灾群
众发放。

7 月 2 日下午 13:00， 壹基
金-湖南民间联合救灾湖南宁乡
前线指挥部在宁乡成立，确定备
灾仓库，对宁乡及周边地区的灾
情进行统筹和回应。

根据灾情和需求评估，壹基
金从湖南长沙招商物流仓库紧
急调运了 865 个家庭救灾箱、500
个夏季温暖包和 130 个睡袋，这
批救援物资已于 2 日晚 22：30 运
抵宁乡市，并将于 3 日开始陆续
向受灾群众发放。

“在此次针对湖南洪灾的救
援行动中，壹基金联合救灾网络
联合长沙善行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怀化市志愿者协会等 8 家社
会组织， 以及湖南中粮可口可
乐、 招商物流等企业共同行动，
与政府部门紧密配合，充分发挥
社会组织灵活参与救灾工作的
优势，推动社会力量规范、有序、
专业地参与灾害救援。 ”壹基金
备灾救灾部主任沙磊说。

目前，除在怀化、益阳和宁

乡等地开展救援行动外， 壹基
金-湖南民间联合救灾伙伴还在
邵阳、 娄底等地开展灾情评估，
准备救援行动。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则启动
了“天使之旅———贵州行动”。 截
至 6 月 30 日， 强降雨天气已造
成贵州省铜仁、 遵义、 毕节等 5
市州 30 县（市、区）不同程度的
暴雨洪涝灾害。 全省受灾人口近
20 万人， 紧急转移安置 10959
人， 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1.38 亿
元。

目前，中国红基会前方工作
组到达贵州灾区，正在组织家庭
箱采购和配送工作，以支援贵州
灾区 2000 只赈济家庭箱。

同时启动的还有“天使之
旅———江 西 行 动 ”、“天 使 之
旅———湖南行动”， 紧急援助江
西洪涝灾区、 湖南洪涝灾区各
2000 只赈济家庭箱。

赈济家庭箱是中国红十字
基金会应对突发灾害专门研发
的公益产品，依托标准化的物资
采购和完整的发放体系， 本着

“一箱救灾物资、一户受灾家庭、
一周应急生活” 的救灾原则，在
第一时间为受灾群众提供灾后
一周的应急生活保障。

（据《人民日报》等综合）� � 壹基金联合救灾伙伴前往长沙宁乡市灾区一线开展灾情评估

橘子洲景区在 7 月 1 日晚 7 点左右被洪水“穿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