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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尽

这两天，河南暴雨灾情在朋友圈
刷屏，大家为中原兄弟担忧牵挂、鼓
劲加油，也为那些在危难时“让女生
先走”、冲进激流救人的平民英雄感
动落泪。人们还在朋友圈中探讨，遇
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如何做才
能逃出生天？

生活于大自然，永远无法预料风
景和灾害哪个先到。郑州暴雨，超过
了我国陆地小时降雨量极值。就是
说，自有气象记录，就没见过这等狂
暴的雨。遇到这种突发灾害，各方或
许会手忙脚乱，因此，心中有个“第一
意识”就至为关键。

所谓“第一意识”，就是遇到灾害
的“第一反应”。第一时间发布灾情预
警（通报），第一时间启动紧急应对预
案，第一时间做出救援部署。要做到
这些，平日里就要准备各种预案，每种
都有几套方案，还要进行相应演练。
如，突发灾祸时，停电又没有无线信号
怎么办？洪水突涌，地铁要排涝，但没
电如何操作？有无替代方案？

普通百姓也要有“第一意识”。第
一时间求救或电话报警，第一时间紧
急避险，第一时间转移到安全之处。
当然，要做到这些，还需掌握基本的求
生知识和本领。如车开到深水里怎么
办？见人落水如何施救？不懂基本的
求生技能，到时就会惊慌失措。

突发灾害最考验一个地方的危
机应对能力，也最考验一个人的风险
承受力。生与死，天堂与地狱，短短
几秒几分钟或已定夺。要做好有效
应对，不能靠运气，而要靠平日做足

“功课”，有所储备。

据新华社电 财政部21日紧
急下达1亿元救灾补助资金，支
持河南省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其中，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6000 万元，用于支持灾区开展
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
工作；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和水利
救灾资金 4000 万元，用于支持

灾区开展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和
水毁水利工程设施修复等工作。

财政部表示，河南省要把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
第一位，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按照相关资金管理
办法规定，管好、用好中央财政
补助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记 者 22
日 从 河 南 省
应 急 管 理 厅
获悉，16日以
来，此轮强降

雨造成全省103个县（市 、
区）877个乡镇300.4万人受
灾，因灾死亡33人、8人失
联。全省已紧急避险转移
37.6万人，紧急转移安置25.6
万人。

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
办公室主任徐忠21日说，此
轮强降雨造成农作物受灾面
积75千公顷，成灾面积25.2
千公顷，绝收面积4.7千公顷。

据介绍，17日8时至21日
14时，河南出现历史罕见的
持续性强降水天气过程，全
省各地市均出现暴雨，北中
部出现大暴雨特大暴雨。全
省平均降水量150.5毫米，地
市平均降水量最大为郑州
461.7毫米，最大降水站点出
现在新密市白寨931.5毫米。

受本次降雨影响，目前，
河南省共有白沙、小南海、河
口村、昭平台等9座大型水
库、40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
位，贾鲁河、沙颍河、洪汝河
出现涨水过程。郑州常庄水
库出现一次特大洪水过程，
目前水库水位在平稳回落。

强降雨造成郑州市城区
严重内涝，地铁停运，铁路、
公路、民航运输受到严重影
响。郑西、郑太、郑徐及普速
陇海线、焦柳线、宁西线、京
广线部分区段封锁或限速运
行，7趟列车停运，15趟列车
折返。国道209鲁山段、310
灵宝段出现路面塌陷，交通
中断。

徐忠说，河南省军区协
调解放军730人、民兵690人，
武警出动1159人、消防出动
6760人次参加抢险救灾。

河南省气象台副台长苏
爱芳表示，预计到22日 14
时，河南大部仍有中到大雨，
其中河南中部和北部有暴雨
到大暴雨，河南西北部地区
有 特 大 暴 雨（250 － 270 毫
米）。郑州有暴雨、局地大暴
雨，累计60－100毫米。

“预计今明两天河南降
雨仍将持续，致灾风险极高，
各地需继续做好洪涝、地质
灾害、城市内涝灾害防御以
及河堤、库坝等的巡查工作，
并防范强降雨对救灾各项工
作的不利影响，同时做好卫
生防疫工作，此外淮河、海河
流域需密切关注上游来水情
况。”苏爱芳说。

(综合新华社 央视）

羊城晚报讯 记者孙绮曼报
道：7月21日，羊城晚报记者从商
务部了解到，第130届中国进出
口商品交易会（下称“广交会”）
将于10月15日至11月3日在线上
线下融合举办，总展期20天。

这是继第127-129届广交
会以线上方式举办后首次恢复
线 下 形 式 举 办 ，也 是 创 办 于
1957年的广交会首次线上线下
融合举办。

这届广交会将继续按 16
大类商品设置51个展区，并在
线上线下同步设立“乡村振兴

特色产品”展区。
阔别线下展逾一年，这届广

交会要怎么办？记者了解到，线下
展按照惯例分三期举办，每期展览
时间4天，总面积118.5万平方米，
标准展位约6万个。

在线下展方面，广交会将
重点邀请境外机构（企 业）驻
华代表、境内采购商等，但并
未 提 及 境 外 采 购 商 可 否 参
加。商务部提出，将与广东省
人民政府共同抓紧完善展览
组织、庆祝活动、疫情防控等
各项方案。

灾祸突降
“第一反应”很关键

财政部紧急下达1亿元
支持河南防汛救灾

10月15日至11月3日

第130届广交会
将首次线上线下融合举办

相关报道见A3 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会议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
李希马兴瑞王伟中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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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暴雨
致33人死亡8人失联

已紧急避险转移37.6万人，
紧急转移安置25.6万人

郑州巩义市米河镇，暴雨形成的洪水冲断了镇上的一座桥梁 羊城晚报特派郑州记者 梁喻 摄

众多救灾车辆已到达郑州巩义市米河镇 羊城晚报特派郑州记者 梁喻 摄

广东高考本科批投档情况出炉

省内名校优势学科竞争激烈
新建院校民办高校表现亮眼

高 招 进 行 时20212021

羊城晚报讯 记者吴国颂报
道：7 月 21日晚，羊城晚报记者
从珠海市石景山隧道“7·15”透
水事故现场救援指挥部获悉，经
过连日来不间断搜救，作业面已
逐步接近受困点。截至21日23
时，救援人员在事故现场共发现

并确认13名遇难者。
据介绍，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

序进行中。接下来，现场救援指挥
部将继续全力开展水下搜救，尽快
找到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同时，继
续做好遇难者家属和被困人员家
属安抚等善后工作。

珠海石景山隧道“7·15”透水事故追踪

救援现场发现13名遇难者

羊城晚报讯 20 日，江苏南
京禄口国际机场在工作人员定
期核酸检测样品中检出多例阳
性。22 日，广州市疾控中心发
布紧急提醒，近 14 天（7 月 7 日

以来）从南京来（返）穗人员，应
主动向所在居委（村委）报备，主
动配合社区健康管理措施。此
外，如非必要，市民近期不要前
往南京。

据新华社电 21 日召开的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抓紧抓实
防汛救灾工作，要求确保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

近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
雨，河南局地又遭遇极端强降
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特别是
罕见的城市内涝，造成重大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会 议 明 确 ，一 要 组 织 相

关专业力量，调集资金和物
资，支持帮助河南全力抢险
救灾；二要加大对重点地区
防汛抗灾的支持，防范城市
内涝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三要加强气象监测预警，做
足防范异常天气可能导致灾
害的各项准备。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
在调集救援力量方面，国家防

总立即增派2个专家组分赴河
南、河北指导帮助工作。消防
救援队伍从周边地区跨区域调
集消防指战员 1800 人和 250
艘舟艇驰援。同时组织工程抢
险力量参与救援，支持重点地
区清淤、排涝、道路疏通、加固
堤防等工作。

截至21日14时，消防救援
队伍出动指战员 2.37 万人次、

舟艇3121艘次，共营救遇险被
困群众 6459 人，疏散群众 1.53
万人。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
陈涛分析，21 日白天降水区
整体上已经向北扩展。“21 日
夜间开始，河北、河南、山西
三省交界地区降水集中。受
强降水影响，需要重点关注海
河流域、黄河中游、淮河上游

流域汛情。”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于

21 日 18 时联合发布红色山
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 21 日
20 时 至 22 日 20 时 ，河 北 西
南部、山西东南部、河南北部
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
可能性大（橙 色 预 警），局地
发 生 山 洪 灾 害 可 能 性 很 大
（红色预警）。

据新华社电 近期，美国一
些官员、媒体炒作“3 名武汉病
毒研究所工作人员2019年11月
染病”，称这增加了病毒可能从

“实验室泄漏”的可信度。对此，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21日的
例行记者会上说，美方根本拿不
出证据，就是在说谎，借溯源对
中国进行妖魔化和污名化。

“我问美方几个非常简单的
问题。”赵立坚说，“既然美方如
此言之凿凿，那就请美方拿出证
据来！”

“美方诬称3名武汉病毒研
究所工作人员染病，他们姓甚名
谁？他们染的什么病？”赵立坚
说，“如果是新冠病毒检测呈阳
性，请美方出示检测报告！”

“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美
方根本拿不出证据，因为美方就
是在说谎，就是借溯源对中国进
行妖魔化和污名化。”他说。

赵立坚表示，还想请美方回

答几个问题：
据报道，美国国立卫生研究

院研究发现，美国5个州的新冠
病毒感染证据在2019年12月就
已出现。美方有何回应？

据报道，佛罗里达州171名
新冠肺炎患者出现症状，早于该
州首例报告病例，且都没有中国
旅行史。美方有何说法？

据报道，新泽西州贝尔维尔市
市长2019年11月就已感染新冠
病毒，比美国报告首例确诊病例早
了两个多月。美方有何解释？

据报道，2019年 7月席卷美
国多州的电子烟肺炎“大白肺”
的症状，同新冠肺炎症状极其相
似。美方能否澄清？

“一提到允许世卫组织调查
德特里克堡以及美国海外 200
多个生物实验室，美方就闭嘴。”
赵立坚最后说，“德特里克堡有
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相关报道见A8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抓紧抓实防汛救灾工作

三方面举措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美借新冠病毒溯源污名化中国

如此言之凿凿？
那请拿出证据！

外
交
部

广州疾控紧急提醒：

近14天南京来穗人员应报备

今天今天
消息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