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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实战”提升
“作战”能力
!全媒体记者 於徐阳 卢 凯

“受台风灾害天气影响，卖芝桥路段出现
内涝，请立即排涝，确保周边群众安全。”接到
险情报告后，
区市政事业服务中心立即组织了
防汛应急分队前往“事发地”，
调集了一辆移动
排水车和 1
2台排水泵，对积涝区地下管网的
积水进行强排，
从水管里喷涌而出的积水全部
排入附近的南官河内。
在排水量为 1
4
0
0立方米/
时的移动排水
车，和排水量为 1
8
0
0立方米/
时的总共 1
2台移
动排水泵的配合下，终于在半个小时后，城区
低洼地段的积水得到了有效缓解。
“战役”结束后，
区市政事业服务中心副主

任鲁尚良说，通过这样一次防汛防台的演练，
可使应急抢险人员熟练地掌握各种设施装备
的使用，让人员和装备的磨合处于最佳的状
态，只要哪里出现险情，队伍能够迅速地拉得
出、打得响、打得赢。
近日，
一场防汛防台演练以不同的形式在
我区开展。与卖芝桥路段同时出现险情的，
还
有台州电子数码城。因雨量过大，
该地下车库
面临被雨水“倾覆”
的可能。
路北街道、台州电子数码城等工作人员在
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后，
立即作出了“出车封口”
的决定。随后，
该市场工作人员迅速通知车主
转移车辆，并组织车辆有序快速地驶离停车
场。在车辆驶离的同时，
抢险队员扛起沙包飞

奔至入水口，迅速用沙包垒起了“城墙”，及
时化解了一场“事故”。
而在台州电子数码城的监控中心，另一
组抢险人员正通过视频监控对车库内的各个
角落进行再次排查，确保“空无一人、空无
一车”
。
我区地处浙东沿海，是气象灾害频发地
区，加上地势因素，极易造成洪涝灾害，防
汛任务十分繁重。近年来，区水利海洋渔业
局不断完善防汛预案体系，持续提升应急处
置能力，有效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而每一次实战演练就是一次检验防汛防
台能力、查漏补缺的机会。下阶段，我区还
将计划进行水上救援演练。

路北：重点防御 严排细查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项 懿 通
讯员 罗 佳）这两天，为有效减轻 8
号“玛莉亚”台风灾害损失，
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
路北街道各村（社区）
结合辖区实际，全员部署，全力以赴
做好各项防台防汛工作。
7月 9日下午，路北街道召开了
防范 8号台风“玛莉亚”工作部署会
议，全面贯彻落实防台的各项工作。
会议要求强化意识，
充分认识防台形
势严峻性，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
理，
防患于未然，
切实做到有备无患；
强化责任，
落实责任制，
进一步健全、
细化应急预案达到全覆盖，
落实值班
制度，
保证人员及时到位；
精心组织，

结合辖区实际情况，聚焦重点区域，
重点防御，严排细查，消除防台薄弱
环节，做好出租私房、大型广告牌等
隐患排查，
做细做实，
确保安全。
会后，
各地、各人员纷纷行动，
以
临战的状态提前做好防风、防雨、防
次生灾害等各项工作。该镇机关干
部协同村干部走村入户，
查看是否存
在安全隐患，
提醒村民做好防台防汛
工作。同时，对市场的排水沟渠、地
下停车场进行检查，并清除杂物，确
保排水通畅；
对物业设备和设施进行
安全检查，保障设备处于良好状态；
查看各区域物业是否备足防汛专用
物资和设备。

路南：聚焦隐患 全力以赴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潘璐萍）
“师傅，加把劲，赶紧把围墙砌好，防
止人员再次入住。”日前，路南街道
杨戴村的一处危房前，村干部正在
督促泥瓦匠，抓紧时间砌好围墙，并
对危房的进出口进行封堵，以妨人
员入住。
此次封堵的危房共 3
0余间，以
二层的小楼为主，由于建造时间较
早，经鉴定均已成为危房。然而部
分老年人不愿搬离，滞留其中。目
前，通过工作人员努力，已将老人们
全部劝离，并对此处危房群进行围
挡式隔离，防止人员再次入住，带来
安全隐患。
与此同时，路南街道召开了防
台防汛工作部署会，会后各村（居、
社区）迅速落实，确保防台工作万无
一失。
在后阮村，村两委班子高度重

为 做 好 台 风“ 玛 莉
亚”的防御避险工作，金
清派出所和金清边防派
出所民警深入辖区港口、
码头及船舶等重点区域
进行检查，提醒渔民们做
好防台各项工作。
本报通讯员 蒋友亲
全媒体记者 王恩兴 摄

视，成立了防台领导小组和防台抢
险队伍，全面开展防台工作。工作
小组加强了日常排摸，对存在安全
隐患的区域立即整改落实。在一处
下水管道的入口处，小组成员发现
管道堵塞，如果雨量较大，会形成内
涝，立即联系了管道疏通人员前来
处理，通过一天时间的加班加点，排
除了点位的安全隐患。
自该街道召开部署会以来，各
村（居、社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开
展 工 作 ，加 强 对 危 房 排 摸 、人 员 撤
离，做好线路、电器等安全检查，对
于一些存在危险的广告牌、遮挡物
及时处理，积极应对可能发生的自
然灾害及突发情况。同时，做好人
员的值班安排工作，确保手机 2
4小
时保持畅通。防台期间所有干部不
得外出，晚上入住村内，保证危险发
生时第一时间能够赶到险情现场。

通沟渠 固大棚 忙采摘
新桥：严阵以待 全面落实
农户们全力防台抗灾 减少损失
!全媒体记者 郑 虹

今年第 8号台风“玛莉亚”步步逼近，我区
各种植农场已开始抓紧抢收、加固大棚。
7月 1
0日，蓬街镇的葡萄种植基地，工
人们正在加固葡萄大棚。该农场负责人曹仁
福说：“我这里有 1
4
0亩地都种了葡萄和火龙
果，得知台风要来的消息，前天开始组织工
人在葡萄园里打桩，绑上尼龙绳加固塑料大
棚，尽可能在台风来临之前将防台措施做到
位。
”
曹仁福介绍，今年第一批火龙果刚刚这
个星期上市，这几天工人们顶着烈日，把成
熟了的火龙果及时采收，尽可能的减少损
失。同时，把大棚塑料薄膜掀到一边，进行
固定，以此减少台风来袭时的阻力。并对每

个大棚旁边的沟渠重新疏通了一遍。
在金清一西瓜园里，阮利仁正忙着采摘
西瓜，他说:
“上次冰雹突袭，我们来不及准
备，损失了好几万。这次台风要来了，我得
抓紧把一些成熟的瓜给卖了。这两天一共卖
了4
0
0
0多斤。
”
看着一批批西瓜从农田运往市场，阮利
仁稍微轻松了些，不过一点不敢马虎。前几
天开始，他一边忙着卖西瓜，一边着手防台
工作，加固钢架大棚，清理排水系统杂草，
疏通堵塞的水沟。
区农林局对“玛莉亚”台风的防御工作
进行了部署。要求局机关各科室、下属单位
做好防台 2
4小时值班，农技人员分组分线到
田间地头进行指导，区农技站、区林特站、
区畜牧兽医局通过农民信箱和微信平台，及

时向种养殖大户进行技术指导。
区农林局相关人员提醒，为了减轻台风
灾害对我区农业生产的影响，农户要充分做
好抗灾准备，及时采取应对措施。要抓紧组
织人员，及时清理排水主干渠道，疏通田间
排水沟，深挖棚间沟，确保排水渠系通畅，
减少渍害发生可能。及时抢收已成熟或即将
成熟有上市价值的蔬菜瓜果，特别是易受台
风灾害的速生叶菜，尽量降低损失。抓紧做
好大棚、连栋防虫网等棚架的加固工作，对
只覆顶膜的大棚在台风袭击前要及时揭掉薄
膜，防止串风而毁坏大棚设施。对于是否揭
膜保棚，各地应密切注意台风等级，当大于
十级时，建议揭膜保棚，减少损失。对经济
价值高、能转移的蔬菜秧苗等及时转移到安
全场所。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恩兴）
今年第 8号台风”玛莉亚”，强度强、
移速快，极有可能对我区造成严重
的影响。新桥镇迅速组织镇本级和
村（居）防汛责任人召开工作部署会
议，严格落实防汛防台责任制，进一
步明确各村（居）抗台防汛网格责任
人，完善应急预案，建立抢险救灾应
急分队，确保人员到位、响应及时、
处置迅速。
“此次台风破坏力很大，千万不
能掉以轻心，要做好抗台准备，抓紧
将薄膜大棚收起加固，减少农业损
失。”在横龙桥村，镇里工作人员正
在通知种植户们做好防台准备。

地质灾害点、水闸、老旧民房、
敬老院、主干河道、在建工程……针
对辖区内的防汛防台薄弱环节，新
桥镇进行全面检查，督促各责任单
位按照防台应急预案落实各项防汛
工作，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
此外，针对外来务工人员防台
风意识比较薄弱、经验相对不足的
情况，新桥镇不断加强防台有关知
识 的 宣 传 。“ 要 经 常 收 听 天 气 预
报，密切注视天气变化，了解掌握
灾情预报预测。”该镇工作人员深
入各村 （居） 涉及到所有建设工程
项目进行宣传，提高外来务工人员
防台风意识。

蓬街：树好三堤 守护安全

区公路局——

筑牢防汛防台
“安全堤”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恩兴 通讯员 张
潇 沈王汉）
“这里的路段需要加设一个警示
标志，在台风来临的时候，可以提醒过往的驾
驶员注意安全……”随着台风“玛莉亚”的步步
逼近，区公路管理局迅速启动应急抢险机制，
进入全面备战状态，对辖区桥梁、沿河公路、边
坡、挡墙等公路附属设施，进行全面细致地检
查，
落实好防御应急措施。
区公路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
“ 我们重点

对公路施工路段加强监控，发现问题及时采取
措施，对存在的事故隐患点和施工路段设立醒
目的警示、警告标志和安全隔离设施，着重对
施工标志进行检查，对破损、扭曲、松动的标志
标牌进行修复和加固，确保台风来临时标志标
牌完好、公路安全畅通。
”
此外，区公路管理局还安排人员加强公路
养护巡查和病害治理，修复路面坑洞，处理桥
头接线，对损坏的公路附属设施及时修补、更

换，全面疏通排水系统，增强公路安全防护设
施。
在区公路管理局的仓库，记者看到冷补
料、石粉、应急灯、提示标志牌、爆闪灯、红帽锥
和隔离水模等抢险救灾物质都已经准备就
绪。
“我们完成了所有机械设备的全面检修，确
保随时处于最佳状态。”该负责人表示，目前已
安排好 1
0
0名工人随时待命，对外联系好吊机
和大型工程车等机械，
以保证抢险需要。

区商务局——

备足物资 安全度汛

本报讯（实习生 王盼尹）为迎战台风“玛
莉亚”，7月 1
0日，区商务局全面开展防台防汛
物资督查工作，深入市场检查应急物资储备以
及粮库防汛布置等情况。
目前，我区各大超市已备足 2至 3天的生
鲜供应量；粮食市场已储备大米 3
5
0
0多吨、
食用油 1
0
0
0多吨以及面粉 1
0
0
0多吨，确保居

民在台风期间粮油供应充足。同时，全区已
落实粮食应急加工企业 1家、应急供应网点
1
6个。
早在一星期前，该局就组织相关人员对
粮库的防台防汛工作进行重点督查，各库点
都配备了足够的麻袋、泥沙、抽水泵等物资
设备，做好粮仓的防台防汛工作。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於徐阳）
“老罗公，你们家这二层楼在大风大
雨下可不怎么安全，
一旦镇里安排人
员转移，你要第一时间配合。”
“ 阿德
娘，跟往年防台转移一样，到时你就
到村部去。”7月 1
0日一早，蓬街镇全
体机关干部、各村（居）干部、网格员
等力量，
再一次进村入户，排查和核
实全镇 3
6
7家 D级和 9
4家 C级危旧
房情况时，把防台转移工作向需转
移群众宣传到位。
“这事知道，你们不是一早就发
了短信给我们。
”老罗拿出手机，翻
了短信递给驻村干部看，
“我还关注
着台风动向，别看眼下天气很好，
台风这事可以瞬息万变的。
”
防台防汛是“天大的事”，这是
蓬街镇台风频繁侵袭之后所得到的
经验总结，全镇群众多树立起了
“思想大堤”。

据了解，根据防台防汛预案，
蓬街镇已成立“综合、抢险、转
移、宣传、保障”五大工作组，对
5
3个村 （居、社区）、3
3家规模企
业和 3家中小学校开展检查，建立
相应的工作小组和应急队伍，形成
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遍及村
企、覆盖全镇”的工作网络，把
“责任大堤”筑在防台第一线。
目前，“工作网络”已对 2
0
6
1
名应急转移对象重新核查，并逐一
到位。所有 D级危房全部腾空，并
对 C级危房的加固修缮工作进行仔
细排查，对仍存在安全隐患的危旧
房，已组织人员搬离到安全点位，
并要求各村 （居） 以“隔三差五”
为时间单位，进行动态跟踪监查，
确保防护到位，防止出现“反弹回
住”现象，为群众筑好“安全大
堤”。

区商务局副局长叶毅仁表示：“为保障市
民安全防台度汛，确保台风期间粮库安全和
市场粮油供应充足，我们在粮库和粮食市场
都安排了人员，进行值班巡查，严格实行 2
4
小时值班制度。同时，健全信息互通机制，
密切关注气象信息，确保信息上通下达，及
时反馈动态信息。
”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台风期间 人行道违停不贴单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旭阳）台风“玛莉
亚”步步紧逼，为有效开展防台应急疏导工作，
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决
定，从 7月 1
1日凌晨至台风警报解除，全区停
在人行道的违停车辆实行不贴单处理，同时，
差别化停车暂停收费。
记者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了解到，这项举

措出于为广大车主的停车安全考虑，同时也是
一项有效的防台措施。台风期间，当车主们遇
到紧急情况时，可以将车辆停在人行道上，不
用担心会被贴罚单，同时我区差别化停车位
暂停收费，车主们可将车辆停放在车位上。
“但是严重影响交通、堵塞应急通道、破
坏市政绿化设施等违停行为，城管还是要予

以处罚或者拖车。 ”区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
说。
台风天，到底车辆该怎么停才安全？区综
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提醒，牢记“三要四不
要”：车辆要停在空旷的停车场、设施完善的地
下车库、或者市区差别化停车位上；
广告牌下、
树下、电线杆下、楼房下不要停车。

今年第 8号台风“玛莉亚”即将到来，金清港码头按照防台风"级应急指
示，进入防台状态。目前，庆达 2号及庆达 9号客运轮船已回港避风，同时港内
准备了 6
0余袋防台物资，加固了码头的防风树木，安排了防台值班人员，确保
防台工作万无一失。
全媒体记者 潘璐萍 通讯员 朱书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