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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减灾委、应急管理部派工作组赴我省指导救灾工作

6月 8日以来，贵州多地遭受强

降雨侵袭，记者从贵州省应急管理厅

获悉，入汛以来，全省 9个市（州）60

个县（市、区）遭受不同程度洪涝灾

害。 初步统计受灾人口 70.6万人次，

临时避险及紧急转移安置 2.95万人

次。 目前，强降雨仍在持续。

面对汛情，全省各地各部门迅速

行动起来，全力积极做好防汛抢险救

灾工作。

6月 13 日，国家减灾委、应急

管理部针对贵州省遵义、 黔东南、

黔南等地严重洪涝灾害紧急启动

国家Ⅳ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

组赶赴重灾区， 实地查看灾情，指

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

助等救灾工作。

据了解，截至 6 月 14 日 7 时，6

月 8 日以来洪涝灾害共造成遵义、

黔东南、 黔南等 8 市 （自治州）51

个县（市、区）43.8 万人受灾，直接

经济损失 8.8亿元。 目前，灾区各级

抢险救灾工作正有序开展。

6月 8 日以来，贵州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此轮强降雨天气防范应对工作，省领导先

后多次作出批示。 省防指、省应急厅精心组

织，强化安排部署、会商研判、风险预警、应

急响应、转移避险和灾后救助，全力应对。

强化安排部署。 8 日以来，先后 4 次召

开调度会议，3 次印发通知和工作提示，同

时派出 8 个工作组赴强降雨区域和灾区指

导防汛抢险救灾工作。

强化会商研判。 10日、11日连续两天组

织多部门会商，并印发会商情况通报。 强降

雨期间，坚持 24 小时与省气象台、省水文局

联系会商，实时研判风险。

强化风险预警。 6 月 11 日以来，共向预

报强降雨区域的市、县、乡、村 4 级防汛责

任人和省防指成员发送灾害风险预警提示

信息 7.9 万余条。每天在贵州电视台发布防

汛预警信息， 提醒公众注意出行安全和防

灾避险。

强化应急响应。 省防指于 12日 21时将

防汛应急响应级别从Ⅲ级提升为Ⅱ级，省减

灾委于 12 日 14 时将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

应级别从Ⅳ级提升为Ⅲ级，相关市县也及时

提升应急响应级别，全力应对。

强化转移避险。 持续加强值班值守调

度，运用信息化手段 24 小时跟踪汛情发展，

12 日 23 时、13 日 2 时、4 时 10 分、4 时 40

分四次向出现强降雨区域的各级防汛责任

人发送转移避险提示信息，及时指导基层做

好防汛抗灾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最大限度

避免人员伤亡。

强化灾后救助。 12 日，省应急厅会同

省财政厅向正安县紧急下拨省级自然灾

害生活补助资金 200 万元，同时紧急调拨

一批帐篷、衣被、折叠床、照明灯等生活类

救灾物资， 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根据正安县救灾救助需求，13 日，省财政

厅、省应急厅再次向正安县增拨省级自然

灾害生活补助资金 200 万元，用于帮助支

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应急救

灾工作。

6 月 13 日，国家减灾委、应急管理部

针对贵州省遵义、黔东南、黔南等地严重

洪涝灾害紧急启动国家Ⅳ级救灾应急响

应，派出工作组赶赴重灾区，实地查看灾

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

等救灾工作。

6月 13日下午， 贵州省自然资源厅、省

气象局继续发布大范围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

警预报，其中 43 个县（市、区、特区）橙色预

警，22 个黄色预警，橙、黄两色预警县（市、

区） 占全省县（市、区）总数的 76.1%。

成虹飞 张晨 衣琼 张鹏 黄宝华

曾秦 陈问菩 游红

据悉，今年入汛以来，全省先后发生了

8次大范围强降雨天气， 共出现特大暴雨 8

站次、大暴雨 238 站次、暴雨 2293 站次,5 条

河流 7站次先后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部分

县市遭受严重洪涝灾害。

5月 28日以来， 省的中部以东以南及北

部局地普降大到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

全省平均降水量 162.1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

多 54.3%，为 1961 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

6 月 11 日以来，我省北部局地出现强

降雨，全省共出现特大暴雨 2 站次、大暴雨

43 站次、暴雨 204 站次，强降雨区域主要集

中在遵义市北部、 毕节市中南部和东部、六

盘水市东部、铜仁市北部。

12 日凌晨 2 时至 5 时， 遵义市正安县

碧峰镇碧峰村 3 小时降下 239.2 毫米特大

暴雨， 其中最大一小时降雨量 163.3 毫米，

为贵州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最大值，正安县

碧峰镇发生严重山洪灾害。

同时，受强降雨影响，毕节市织金县织

金河 13 日发生超警戒水位 0.34 米洪水，目

前水位已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织金县歹阳

河上涨 5.02 米，正安县庙塘河上涨 5.02 米。

13 日 8 时， 全省重点监控的大中型水库均

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

受强降雨影响，14 日黄果树景区水位

超警， 黄果树大瀑布的水量已达 472�立方

米每秒，是今年以来的最大水量，黄果树景

区对陡坡塘景区观瀑台、护栏桥和天星桥景

区下半段等区域进行暂时性封闭。

A�灾情严峻：多项数值达到历史最大值

B�应对灾情：多部门及时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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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受今年第 2 号台

风“鹦鹉” 影响，此次影响我省

的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将推迟到

15日白天结束。

自省气象局启动暴雨Ⅳ级

应急响应以来，我省大部连续降

雨日普遍在 6日以上，罗甸、织金

等多站超历史极值。 气象专家提

醒农民朋友，可利用降雨间歇，做

好农业设施的加固、防淹和防涝

工作，适时开展病虫害防治。

今日起，我省大部地区的

强降雨将减弱， 但受广东阳

江登陆的台风“鹦鹉” 外围

云系影响，14 日后半夜到 15

日白天，我省东南部、东部，

仍有中到大雨， 个别乡镇有

暴雨。 说好的“14 日白天此

次强降雨过程趋缓” 将推迟

到 15 日白天。

具体预报为：14 日夜间到

15 日白天， 省的西北部地区

多云，其余地区阴天间多云有

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局地有中

到大雨， 个别乡镇有暴雨；15

日夜间到 16 日白天， 北部地

区多云，其余地区阴天间多云

有阵雨或雷雨；16 日夜间到

17 日白天， 北部和西北部地

区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其余地区阴天间多云有阵雨

或雷雨。

贵阳市未来一周多阵雨或

雷雨天气，在 19—21 日会出现

一次明显降水天气， 日雨量一

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

强对流天气。不过气温舒适，预

计下周全市最高气温 30℃（息

烽），最低气温 19℃（开阳）。

（郑奕 石奎 张晨）

受台风“鹦鹉”早到影响

持续性强降雨

推迟 1天离黔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黄果树景区水位超警，今日

黄果树景区对陡坡塘景区观瀑台、 护栏桥和天星桥

景区下半段等区域进行暂时性封闭。 陈问菩

贵阳市气象台昨日 9 时

42 分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升

级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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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春兰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会议上强调：

坚决遏制北京聚集性疫情扩散蔓延

新增确诊病例详情公布，丰台区花乡疫情风险等级升级为高风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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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全力做好防汛抗灾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