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列证件
声明作废
·皮 喜 生 、章 爱 华

遗 失 30007163 号 湖 南

省 株 洲 市 地 方 税 务 局

预 收 款 专 用 凭 据 ，金

额 8420 元

·株洲县电影发行

放 映 公 司 遗 失

J5521000033101 号 开

户许可证正本

· 黄 定 坤 遗 失

11169823 号 药 师 资 格

证书（初级）

·言 希 雅（父 ：言

武 ，母 ：汤 妙 ）遗 失

P430026361 号出生证

·言 希 萌（父 ：言

武 ，母 ：汤 妙 ）遗 失

O430334586 号出生证

·株洲市都市情人

鞋 业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原

公章一枚

·屈辰颐（父：屈耀

斌 、母 ：陈 柳 ）遗 失

M430624643 号出生证

· 刘 兵 遗 失

T430281198511226614

号电工作业证

·贺梓洋（父：贺忠

意 、母 ：李 飞 鸿）遗 失

T430088614 号出生证

·株洲市芦淞区城

市 管 理 和 综 合 执 法 局

遗 失 湖 南 省 非 税 收 入

一般缴款书 4 份，票据

编号为 241446748、24

1446749、 241446752、

241446756

2019年 7月 13日
检修停电安排(公告)
设备停电检修期间，严

禁有自备电源的单位向电网
倒送电。请广大用户注意防
范电气火灾，停电以后请立
即拔出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防 止 来 电 以 后 引 发 电 气 火
灾。如因天雨或其它特殊原
因导致线路停电工作顺延、
改期或取消，请谅解。线路
具体停电时间参见中缝停电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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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记者 胡乐
通讯员/张讯嘉

株洲日报讯 “有水声，你们
去看看。”7月 10日晚 8点，马家河
街道党工委书记王建国在新马堤
巡察防汛时发现异常。2017 年洪
灾后，马家河街道对辖区内的河
堤进行了巩固，并对水利设施进
行了维护和更新，这个时候听到
水声，肯定不是小事。

值班人员排查后，果然在河
堤内部下方发现了渗水点，且有
多处。发现险情后，新马社区立即
启动应急抢险方案，一方面迅速

调来挖机、沙包、彩条布等设备物
资，一方面立即召集应急抢险队
员，并将情况上报到区防汛指挥
部，请求水利专家指导救援。

晚 8点 20分，挖机率先作业，
清理现场，排查渗水点，一场深夜
抢险行动拉开序幕。抢险队员赤身
肉搏，扛着沙包往下跳，时间到 11
日凌晨 4时许，险情才得到控制。抢
险队员们不敢松懈，继续排查。

果然，在 11日上午，被沙袋压
住的渗水点又慢慢冒出浑水，不一
会，水势逐渐变大，演变成了管涌。
30多名抢险队伍再次投入战斗，一
直到下午5点，管涌才得到控制。

一场持续21个小时的“拉锯战”
时间：7月 10日晚 10点 地点：天元区马家河街道新马堤

马家河街道的抢险队员们通宵堵河堤渗水点。通讯员供图

前线：党政军民齐上阵 前线：严防死守保平安

株洲日报记者 邹怡敏
通讯员/朱刚 王婷 张慧

湘江、渌江水位猛涨，哪里堤坝出现
险情，哪里就有抢险人员集结。

7 月 10 日上午 6 时多，渌口区南洲镇
将军村一处湘江河堤因管涌穿孔导致决
口，抢险行动立即展开。第一时间，9户 60
余名群众安全转移。第一时间，数百名官
兵、干部群众赶赴现场。第一时间，冲锋
舟、砂卵石、编织袋等抢险物资到位。

日夜奋战，至 11 日中午，决口河堤桩
基已经打好；至 11日下午，砂卵石袋堵住
决口处的一半。至 11 日下午 4时 07 分，京
广线渌口区境内淦田至三门区间铁路桥
底水位已降至安全值，该区间上行线临时
封锁解除，途经列车限速恢复运行。

7 月 11 日早上 6 时，湘江淦田镇淦
田村周家嘴子堤开裂下沉，长度约 180
米，情况危急。200 余人紧急抢险，采取
打木桩、挖导渗沟、铺土工布、堆砂卵石
固 基 的 方 式 ，对 开 裂 下 沉 区 域 进 行 修
复，截至 11 日下午 6 时，下沉情况已得

到基本控制。
经过抢险人员两天两夜的奋战，10

日晚，渌江河堤松西子段 5 处塌方点中

的 4 处已经被打上木桩，险情被排除。11
日下午 3 时，最后一处塌方点正在进行
抢修。

株洲日报记者 廖明
通讯员/谷经华

株洲日报讯 7 月 11 日下
午 4 时许，渌口区公路局养护中
心副主任刘申义，刚从坚守 2 天
的淦田镇抗洪抢险一线撤下来，
又匆匆奔向南州镇 207 省道 100
公里处的塌方处置现场。

207省道，是株洲市、渌口区
通往淦田镇的主要道路。

在塌方路段，工作人员晏许
权用安全锥，隔离出四分之一路
面的施工区域。让出的大半幅路
面上，不时有消防应急、武警、公
务用车以及挂着抗洪抢险横幅
的物资运送车辆疾驰而过。

刘申义介绍，该路段于 9 日
凌晨 1 时许，出现大面积垮塌，
2000 余立方米的泥土，掩盖了
20余米、近三分之二的路面。

塌方发生 1小时内，应急处置
启动。“最先是清出一个车道，到昨
天下午，才将路面上的垮塌土方完
全清理完毕。”晏许权介绍。

塌方处位于急弯、陡下坡路

段，由于路面仍有少量泥土粘
着，车辆经过时扬起大量灰尘，
影响行车视线。

刘申义当即喊来晏许权及
其余工作人员，拿起扫帚、铁锹，
开始清理路面。

该处塌方险情已经得到控
制，最让刘申义担心的，是距此处
仅 400米远的另一处塌方隐患。

“气象台预报说，明天又要
开始下雨，这个地方要是塌下
来 ，至 少 有 5000 立 方 米 的 泥
土。”刘申义介绍，渌口区自然
资源局的地质专家已经来此多
次踏勘，正在制定具体的除险
方案。

“不管怎样，我们都顶在这
里，尽最大努力守住这条淦田的
抢险大通道。”他说。

市公路局统计信息显示，至
10日下午 5时，S336线攸县柏市
段、S329线醴陵石亭段、S207线渌
口马桥段、S333线渌口龙潭段交
通阻断。

目前，各处道路的抢险保通
工作，正在持续进行中。

株洲日报记者 胡乐
通讯员/黄洁

株洲日报讯 7月 9日凌晨 4点左右，天元区三门镇
值班人员发现老街街道已被淹没，立即在工作群发布险
情，通知群众撤离，截至下午 3时许，三门镇老街受灾群
众全部安全转移。

老街被淹后，三门镇立即安排一艘船和一艘冲锋舟
连夜转移群众和物资。早上 6 时，该镇所有机关干部前
往老街受灾点进行抢险救灾，2 艘村民的渔船也加入救
灾。上午 8 点 30 分，三门镇召集所有机关干部召开防汛
工作紧急会议，对机关干部进行防汛分组，负责有重大
隐患的 4个片区，拉起了安全大防线。

下午 2 时许，在救援过程中，发现临河的几栋房子
里面还有 10 多名居民被困，此时，洪水已将一楼淹没，
唯一的冲锋舟因为长时间工作引擎“罢工”。三门镇立即
上报请求支援，随后天元消防官兵带两艘冲锋舟赶到三
门镇老街，将被困居民全部救出。

同时，由于湘江水位持续上涨，三门中学围墙突然
垮塌，洪水灌入学校，导致部分人员滞留，工作人员快速
赶到现场并加派船只，到中午 12 时已经将滞留的学校
教职员工全部转移。

据初步统计，此轮强降雨已造成三门镇 3000 余亩
田被淹、5000 余人受灾、4 栋房屋倒塌，投入抢险人员
270余人，共转移群众 129人。

株洲日报记者 刘芳

株洲日报讯 7 月 10 日下午 4 时，刚
从醴陵市泗汾镇抗洪抢险一线回到株洲
市区，荣军社工服务中心的志愿者贺强、
万晋又收到群里转发的求助消息：天元区
雷打石镇沧沙险情严重，急需招募一批年
轻志愿者参与一线抢险。

来不及换装休息，两人立即掉头赶往沧
沙社区，与其他20名志愿者汇合参与抢险。

原来，在 1 小时前，荣军社工服务中
心志愿服务部负责人郭兵接到了雷打石
镇胜利村村支书邓新伟的求助电话，被告

知沧沙社区地段湘江水位离防洪墙只有
不到 10厘米，非常危险。

郭兵将该信息转发至荣军社工服务
中心微信群。消息一发出，群友纷纷响应。

24 岁的袁智海是军人后代，小伙子
第一个在群里作出回应；社工服务中心发
起人陈槡放下怀中出生不久的女儿，开始
组织支援；60 岁的退伍军人钱建明也不
顾家人反对，立即开车前往……半个小时
后，20 名志愿者从四面八方赶到沧沙社
区临河堤处。

“谢谢你们及时赶来，伸出援助之
手。”沧沙社区书记梁大伟看到 20多名退

伍军人，像是看到了希望，“村里能上阵的
劳动力都在一线，但垒沙袋的速度根本赶
不上湘江水位上涨的速度！”

一个人铲沙、一个人装沙、一个人扛
沙袋，陈槡将志愿者队伍分成几个小组。
钱建明年纪大了，被“任命”为现场指挥，
但他也跟着装沙袋。他说：“我也是一名退
伍军人，决不能袖手旁观！”

直到晚上 11 时许，志愿者共填装了
4000多袋防洪沙袋。

进入深夜，万晋和贺强两人稍作休息
后，又继续留守巡堤，直到 11 日早上 6 时
第二波志愿者顶上。

株洲日报记者 黎世伟
通讯员/张和生

株洲日报讯 7月 10日凌晨 2时，炎陵巡查交警发现
G356线炎陵沔渡坳路段出现山体塌方，当即联系严阵以待
的应急分队赶赴现场，不到1小时便实现临时通车。

炎陵县地处山区，有县级以上地质灾害重要隐患点136
处，其中省级 3处，市级 4处。洪灾发生后，该县组织专门人
员，对这些隐患点进行了地毯式排查。截至目前，该县共发
生塌方 125处，基本都在发生后两小时内恢复通车；受洪灾
影响，一些高压线路受损，导致 9623户居民停电，电力应急
分队不分昼夜抢修，当日凌晨7时全面恢复通电。

刚进入汛期，该县县委、县政府就加强部署调度，压
实部门责任。水利部门储备编织袋 10 万条、冲锋舟 6 艘
等抢险物资；交通部门建立两个储备充足的应急物资储
备仓库，并与灾情易发点附近群众签订长期应急抢险合
同，成立两支抢险后备队伍。通讯、卫生、供水、电力等部
门也按要求制定应急预案。

在这场洪灾中，炎陵县无一人伤亡，无一处塘坝垮
塌，把洪灾损失降到了最低限度。

守护桥梁
时间：7月 11日上午 11点 36分
地点：株洲大桥河东桥底

株洲日报记者 吴楚 实习生 王海芳

浑浊的江水奔腾北去。株洲大桥河
东桥底，挤满了观望的市民。

身着橘黄色马甲的秦正安，凭栏而
立，眼睛盯着一个桥墩。那上面有几行字：
1994年 6月 18日，洪峰水位，42.60米。

早上 7 点，市政工程维护处工作人
员秦正安准时来到桥底，换下坚守一夜
的同事。他们的任务是观察——长时间、
精力高度集中地观察。

这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秦正安
要密切注意是否有大型漂浮物随波而
来，及时通报，安排拦截，以防止其撞击
桥墩，从而造成更大事故。就在昨天，一
整个蔬菜大棚、几根巨大的树木被拦下，
桥墩避免“挨打”。

守护桥，也守护人。
“昨天还有两个小孩试图玩水，被我

们及时劝住了。”秦正安用竹竿搭起简易
围栏，提醒市民注意安全。

接近 12 点，到了中饭时间。桥墩上
的刻度显示，水位接近 42.10 米，较昨天
有所下降。守护者没有“饭点”的概念，有
吃则吃，怎么快怎么吃。

不过，眼下秦正安无心用餐，因为他
听说，明天还有暴雨。每隔半小时，他会
将水位照片传至微信群。

固定的下班时间是晚上 7 点，如有
突发情况，就不下班。

“再累也要坚守岗位，确保市政设施
安全。”秦正安说。

株洲日报记者 刘毅

7月 11日下午 3时，室外体感
闷热。

芦淞区虎形堤，200余名抢险人
员或装填砂袋，或组成“人肉传送
带”码编织袋，或铲除堤坡上的杂草。

“筑牢堤坝，保卫家园！”现
场，来“督战”的芦淞区负责人在人
群中大声下达动员令，“天气预报
显示今晚新一轮强暴雨来临，我
们要在此之前完成堤坝加固，大
家有没有信心？”

“有！有！保证完成任务！”大
家士气高昂。

保卫虎形堤之所以重要，是
因为它是枫溪港河水和旁边农
田、居民房屋间的唯一屏障。一旦
决堤，后果不堪设想。

记者看到，该堤坝有 500 米

出现险情：靠近上游处出现多处
渗水，河水流进农田呈淹没之势，
农作物泡在了水里，靠近下游处
的裂缝则一夜之间“长”到了 10
余米长、50厘米宽。

昨天下午 4时，巡堤工作人员
发现堤坡上有细流，且靠近水泥路
面处开裂，该区城管、水利部门及
庆云、枫溪街道工作人员等 200余
人火速赶到，通宵达旦加固堤坝。

“50名城管队员，才参加了京
广线路基保卫战，还没来得及回
家就赶过来了。”该区城管大队负
责人告诉记者。

为抵御洪水的强大冲击，抢险
人员还在地基上打上数十棵木桩，
将砂石编织袋装入 4立方米一个的
宾格网，形成一道道安全屏障。截
至下午 7时，抢险固堤仍在继续，大
家表示“险情不解除绝不撤退”。

“险情不解除绝不撤退”
时间：7月 11日下午 3时，地点：芦淞区虎形堤

加固堤坝现场一派繁忙。株洲日报记者 刘毅 摄

奋战通宵，
堵住管涌控险情
时间：7月 11日
地点：霞湾污水处理厂

株洲日报记者 李军

株洲日报讯 7月 11日凌晨 1时许，
受洪涝灾害冲击，霞湾污水处理厂内雨
水收集管出现两处管涌险情。险情发生
后，市水务投资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谢
锦辉，第一时间带队赶赴现场指挥抢险。
奋战 4个小时，堵涌抢险工作基本完成，
未影响水生态环境及正常生产。

湘江洪水肆虐，连日来，河西污水处
理厂、霞湾污水处理厂先后出现管涌险
情，党员干部群众通宵抢险，多次使管涌
险情得到控制。

该集团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集团下辖的南洲污水处理厂及代管
的王家洲污水处理厂被淹，已全面停电
停产，以防漏电造成二次险情，同时等待
洪水退去开展后续工作。

株洲日报记者 廖喜张
通讯员/蔡多 叶诗

株洲日报讯 “设备监测数
据正常，没有异常情况。”7 月 11
日下午 5 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地勘科科长肖振华再次通过石
峰区铜塘湾办事处长石村石门组
监测设备确认，得到一切监测数
据正常的消息后，他绷紧的神经
才稍有舒缓。

石峰区长石村滑坡为我省重
要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山体此前
因滑坡已产生裂纹，出现位移现
象，对附近居民及铁路线安全存在

威胁。经过地质灾害应急调查后，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已对该处隐
患点进行了紧急处置。这之后，长
石村石门组就上了重点关注名单。
考虑到该隐患点实际情况，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向上级部门争取后，
在该处安装了专业监测仪器，今年
3月，这套仪器赶在汛前投入使用，
开始 24小时“监控”。

这是我市启用的第三台专业
地质灾害监测仪器。“单纯依靠人
力手段进行监测，难以及时发现
威胁。”肖振华说。今后，我市将继
续增加专业地质灾害监测仪器，
加强对地质灾害的防治。

24小时“盯”着地质灾害隐患点
时间：7月 11日 地点：石峰区长石村石门组

高排渠上抢险忙
时间：7月 11日 11时
地点：天元区群丰镇高台岭社区

株洲日报记者 廖喜张

浑浊的高排渠归于平静，水位缓缓
下降，刚露出水面的小草随风摇曳。

平静的高排渠边，是抢险队员忙碌的
身影。大家排着长队，逐一传递沙袋，然后
垒到险情点周围，围成200米见方的围堰。

这是天元区群丰镇高排渠高台岭社区
谢家组段堤坝坍塌现场。高排渠长约 5公
里，关系到周边 5个社区 3000多亩农田的
排水和灌溉。原本蓄积在农田的雨水，可以
通过高排渠汇入湘江，但由于近日强降雨
导致湘江水位快速上涨，已经高过高排渠，
渠内积水无法排出，甚至出现江水倒灌现
象，高排渠内水位几乎与堤坝齐平。7月 10
日上午，巡查队员发现谢家组段堤坝突然
出现了 100米左右的塌方。如果不及时处
置，周边几千亩农田将毁于一旦。

群丰镇第一时间组织抢险队伍赶赴现
场，进行围堰压砂处置。高台岭社区书记殷
明和100多位抢险队员很快就来到现场，这
一干就是一天一夜，使用了七八千个沙袋。

7月 11日 10点，经过持续奋战，险情
基本得到控制。

在湘江淦田镇淦田村周家嘴子堤，抢险正在进行。株洲日报记者 谭浩瀚 摄

决战湘渌大堤
时间：7月 11日早上 6时 地点：渌口区淦田镇周家嘴子堤

守护淦田抢险大通道
时间：7月11日下午4时许 地点：渌口区南洲镇207省道

“我是一名退伍军人，决不能袖手旁观”
时间：7月 10日下午 地点：天元区雷打石镇沧沙社区

株洲日报记者 刘芳

株洲日报讯 连日来，渌口
地区遭遇连续暴雨侵袭，渌口区
境内河流水位迅猛上涨，防汛形
势十分严峻。

7 月 9 日晚上 10 时 30 分，高
涨的洪水已漫过堤面，淹没了堤
下的路面，渌口区王十万镇三门
粮站花石粮点周边已有部分民
房被淹，花石粮点岌岌可危。

“ 装 沙 袋 ，固 堤 ！开 道 ，排
水！”市商务和粮食局副局长杨
夏鸣接到汛情后，连夜赶往现场
抢险。与他一起到达的，还有 50
多名其他市商粮局的工作人员、
湖南神农米业有限责任公司和
株洲市军粮发展有限公司的工
作人员及附近村民。

从现场情况来看，花石粮点
地势低于河平面，必须马上用防

洪沙袋建一座新的防护堤。
杨夏鸣从周边调来挖土机、

拖拉机、大货车，用来挖土、运送
修建防护堤的沙石渣土。

挖土、填装防洪沙袋、传运、
垒防护堤……直到 10 日凌晨 3
点，一条长 60 米、高 1.6 米、宽约
1.5 米的防护堤才完成。杨夏鸣
长舒一口气，“这下，水总算过不
来了。”

防护堤挡住了河水继续漫进
粮仓，之前渗进来的水也要立即
排干。杨夏鸣又组织大伙在粮点
的另一面围墙上，开孔排水。

直到天空渐渐放亮，局势稍
显稳定。这条 60米长的防护堤，保
护了 15000吨粮食。

可这几日，杨夏鸣仍放不下
心，“天气预报说未来还有 5 天
暴雨，战斗还未停止，我们还不
能放松。”

连夜建防护堤，
保卫15000吨粮食

时间：7月10日 地点：渌口区王十万镇三门粮站花石粮点

山体深夜塌方，
交警一小时内除险

时间：7月 10日凌晨 地点：炎陵沔渡坳路段

凌晨4点，三门镇老街
上演紧急救援

时间：7月 9日 地点：天元区三门镇

株洲日报记者 刘平
通讯员/彭晚华 陈楚杰

株洲日报讯 7 月 10 日晚，芦淞
交警大队民警在董家塅街道南华社
区巡逻时发现被困居民，随即找来皮

筏艇将被困人员安全转移；7月 11日
凌晨，石峰区一处涵洞出现管涌，石
峰交警大队民警迅速到场处置……
汛情发生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迅速
启动了二级防汛预案，全警出动参加
抗洪抢险。

近日，全市交警部门执行了 24
小时值班备勤制度，支队还集结各
大队，成立了“交警情指工作群”，针
对险情及时上报、处置，迅速抢修。
及时发布险情预警信息，便利群众
避堵绕行。

据统计，从 7 月 7 日至 11 日，全
市交警部门共出动警力 7099 人次，
警车 1586 台次，排查隐患 352 处，救
助群众 511人，管制路段 135处。

全警上路抢险 力保道路畅通
时间：7月 10日晚 地点：全市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