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针对新一轮强降

水天气，6 月 10 日 18 时，贵州

省水利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

大范围山洪灾害风险预警。

具体预警内容为，6 月 10

日 20时至 6月 11日 20时：黄

色预警，即发生山洪灾害可能

性较大，共有 4 个县：黔南州

三都县、荔波县，黔东南州雷

山县、丹寨县等地发生山洪灾

害的可能性大。

蓝色预警，即有可能发生

山洪灾害，共 13 县（市、区）：

铜仁市锦屏县， 黔东南州天

柱、剑河县、雷山县、黎平县、

榕江县、从江县、丹寨县，黔南

州三都县、平塘县、罗甸县、荔

波县、独山县。 （曾秦）

6月 10 日凌晨，贵阳市白云区，

多处低洼地段出现严重内涝。 灾情

发生后， 白云区消防救援大队全体

指战员全力营救被困人员。

凌晨 4 时 5 分， 接到群众报警

称， 白云南路加油站附近发生洪涝

灾害，有 2 人被困车顶，无法自行转

移到安全地段，急需救援。 白云消防

大队同心路消防站立即派出 1 车 6

人前往处置，消防员到达现场，发现

大雨已经淹没车门， 以肉眼可见的

速度逐渐上升至车顶， 消防员一边

探路，一边靠近被困人员，将 2 名被

困人员背起，转移至安全地带。

凌晨 5 时 21 分，白云区同城南

路加油站附近发生一起洪涝灾害事

故， 白云消防大队同心路消防站立

即派人前往处置。 消防员到达现场

后，经过询问了解，因暴雨来袭，房

屋逐渐被水淹没，为了安全着想，妇

女独自一人先把一名孩子疏散出

来， 再返回接送另外一名孩子，但

是，暴雨过大，已无法安全返回，仅

剩一名孩子独自在家。 同心路消防

站消防员肩搭肩、 手拉手穿过湍急

水流进入家中， 成功找到屋内孤立

无助的孩子，把孩子背出，安全送到

了母亲身边。 王淳子 贵阳日

报融媒体记者 梁婧

6月 10日，南明区后巢乡后巢村、土地关村民组遭水淹，

众多村民被困家中。 贵州阳光救援队、贵州众志救援队等民

间志愿者队伍赶到现场，利用冲锋舟进入水淹区，逐栋楼呼

喊搜救，转移受困群众百余人。 衣琼 摄

后巢乡部分地段内涝

百余受困群众安全转移

白云区：消防全力抗洪抢险

★相关新闻

17个县市区 需防范山洪灾害

暴雨来袭！ 6 月 9 日至 6 月 10 日，贵阳出现

强降水天气，部分街道、小区积水齐腰。 6月 10日

一早，贵阳市融媒问政平台接到数条市民反映线

索，称暴雨导致车辆被淹、出行困难。记者闻“汛”

而动，走访了部分积水点。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在

现场开展排涝作业，转移被困人员。

6 月 10 日 12 点， 记者来到位于玉田水产批

发市场附近的玉溪巷十四号大院，市民所述“齐

腰深的大水” 虽已退去，但路上满是泥污，道路低

洼处仍有积水， 拖车正缓缓拖走被水淹而熄火的

车辆。大院入口两侧堆满用来挡水的沙袋，还有部

分沙袋呈“凹”字形摆放于路上。

13 时许，融媒问政另一路记者来到望城坡八

一水库附近， 看到此处已形成两个篮球场大小的

“水塘” 。“水塘”一侧的斜坡上，停放着两辆黄色

市政工程抢险车，抽水泵正开足马力“工作” ，不

断抽水往外排。

在确定环境安全后， 记者穿上专业防水服走

进“水塘” 测试水深。 此时，最深处的积水深 1.4

米左右，这已经是不间断抽水后的情况，之前的水

更深。 6 辆私家车仍被困在“水塘” 中无法动弹，

最高处的积水已淹没至货车车顶。

在八一水库住宅区现场，市、区两级市政部门

和南明区后巢乡工作人员正积极抢险。 贵阳市市

政工程服务中心道路科科长王平基表示， 待水位

降低后，将采取疏通下水道、翻揭井盖、清掏杂物

等方法加快排水速度，缓解险情，降低对市民的影

响。下一步，为应对雨季，将积极组织力量，加强值

班值守，认真落实各项防汛抢险应急措施，确保市

民安全度汛。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任璐瑶 欧阳春城

刘庆 实习记者 宋培璐 刘欣宇

融媒问政记者

闻“汛”而动

6 月 10 日凌晨 1 点 50 左右，雨

势变大。 云岩区市政工程管理所的

130名工作人员组成应急队伍，分成

22个小组后分赴辖区开展防汛抢险

工作。

“雨势大且未停歇，造成云岩区

人民大道龙泉大厦、盐务街贵医公厕

等地段，水淹防控点积水较深、面积

也较大。 ”云岩区市政工程管理所负

责人表示，由于雨量已达到管道设计

的最大排放流量， 即便采取强排措

施，下水依然缓慢。除了雨量大外，一

些施工方不规范施工造成原有排水

管在修建中被拆除、堵塞或损坏后没

有进行及时恢复，也会造成每逢下雨

就会造成堵塞积水现象。 目前，云岩

区也在积极解决类似问题。通过该所

4个半小时不间断抢险，截至 6月 10

日清晨 6：30分， 云岩区各水淹点积

水已基本消退、 无堵塞水淹情况，枯

萎树枝已进行清运。道路交通已恢复

正常。 汤利

6月 10 日中午 13:50，南明区后

巢乡八一水库附近仍是 “一片汪

洋” 。 作为 10日凌晨暴雨下贵阳市

受灾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 街道两

侧的一楼住房几乎已被积水淹没。

在现场， 南明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下属的南明区市政工程服务中心

副主任顾雪晶一边接受记者采访，

一边不时瞄向一旁正在作业的移动

泵车，又看一看水淹点的位置，看看

积水是否有所消退。 这时，包括顾雪

晶在内的南明区市政工作人员至少

已经 15个小时没合过眼了。 顾雪晶

告诉记者， 自看见气象部门 9 日晚

上 10 点 23 分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

信号后， 一直到 10 日早晨 7 点，他

们一直忙着巡查、疏通、抢险。 经过

大伙彻夜的努力，辖区青云路、解放

西路（十四中门口）等 9 个易涝点

的积水已经全部消退。 他们准备回

家休息， 这时却听到望城坡居民区

被淹，情况不太乐观。 其实，望城坡

并不属于市政道路， 不属于他们的

管理范围。 但汛情就是命令，他们立

即赶到望城坡，经过查探后，发现积

水最深处有 2 米左右， 这样的点位

有 2 处。 由于附近的工地正处于施

工期间，道路情况发生改变，排水位

置也发生变化。 同时，附近的民房较

多，排水管不规范，所以导致积水排

出缓慢， 需移动泵车抽水。 截至 10

日 18 点，在泵车和工作人员的努力

下， 八一水库的水位已消退 80%。

“这里结束后，我们会进入水库背后

的另一处积水点。 那里的积水量和

八一水库差不多。 大伙一会抓紧时

间把晚饭吃了， 今晚继续通宵战

斗！ ” 顾雪晶说。 汤利

本报讯 据贵州省气象台预计，

从今天（6 月 11 日）开始，降水减

弱，全省转为偏南风气流影响，以多

云间阴天为主， 多分散性阵雨或雷

雨，西部和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

据贵州省气象局监测统计，6 月

9日 7 时至 10 日 7 时，我省多地出现

大暴雨，包括晴隆、纳雍、镇宁、关

岭、织金、普安、修文、平坝、云岩区、

南明区、白云区、花溪区、水城、清

镇、 余庆 15 县域内的 38 个观测站

（最大为晴隆县碧痕 175.9 毫米）。

暴雨有 40 县域内的 338 个观测站，

大雨有 630 个观测站，大雨以上降雨

主要出现在毕节市中西部、 六盘水

市、安顺市、贵阳市、黔西南州北部、

遵义市南部和铜仁市中西部。 此外，

夜间到早晨省内 38 个县站出现低

能见度天气，其中盘州、大方、德江

能见度不足 200 米。

气象部门提醒：10 日夜间到 11

日白天， 除省的北部地区外全省都

有一定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

其中省的西部、中部、东部、南部地

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六

盘水市东部、安顺市大部、贵阳市南

部、 黔南州东部局地质灾害气象风

险等级高。 省的南部和东部地区中

的黔南州东部和南部、 黔东南州大

部地区有一定的山洪、 中小河流洪

水气象风险等级。

各地需关注强降水天气可能引

发的城镇内涝、山洪、泥石流、山体

滑坡等次生灾害， 省的东部和南部

地区有降水低能见度或雨雾天气，

出行注意安全。

具体预报为：10 日夜间到 11 日

白天， 省的西北部地区阴天间多云

有分散阵雨， 其余地区阴天有阵雨

或雷雨， 东部和南部地区有中到大

雨，黔南州东部和南部、黔东南州大

部地区的部分乡镇有暴雨， 个别乡

镇有大暴雨；11 日夜间到 12 日白

天， 全省各地阴天间多云有分散阵

雨或雷雨，局地有中到大雨；12 日夜

间到 13 日白天，全省各地多云间阴

天， 西部和南部地区有分散阵雨或

雷雨。

贵阳市具体预报为：10 日夜间

到 11 日白天， 阴天间多云有阵雨，

主城区气温 18～25℃；11 日夜间到

12 日白天，阵雨或雷雨转多云，主城

区气温 20～27℃；12 日夜间到 13 日

白天，多云，主城区气温 21～29℃。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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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供销社被征收人您好：

贵州华胜永信置业有限公司将于 2021 年

6 月 11 日开始进行回迁购房合同签署， 回迁

地址为： 小河区浦江路杨家山地块 A 区 A2,

A3。 烦请您于 2021 年 6 月 18 日前携带身份

证及相关资料到访金科中泰天境营销中心进

行 手 续 办 理 及 合 同 签 署 或 拨 打 电 话 ：

0851-88629999与我们取得联系。

杨家山 2006-挂 -07号

地块拆迁认购及签约通知

贵州华胜永信置业有限公司

连日来，多地暴雨引发灾情，省气象台预计———

今天开始，全省降水将减弱

★现场直击

抢险救灾 他们在行动

全市城管部门：坚守防汛第一线

面对汛情，贵阳市、各区综合行

政执法系统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奔

赴防汛排涝一线，连夜奋战，全力开

展城区防汛应急处置工作。

据介绍， 此次降水造成全市城

区出现道路积水 51 处。 市、区综合

行政执法部门共出动应急人员 7000

余人，车辆近 300 台。 其中，市政部

门共出动应急人员 370 人， 应急车

辆 64 台次， 采取清理雨水管渠、雨

篦子、打开井盖排水、移动泵车抽水

等方式处理积水， 同时采取放置警

示锥拉警戒线、 提前劝导过路车辆

的方式疏导现场。

环卫部门共出动应急人员 7000

余人， 应急车辆 200 台， 清理垃圾

600余吨；绿化部门出动人员百余人

对道路进行巡查， 对暴雨造成的倒

伏树木、断枝进行清理，对出现倾斜

的树木进行加固。 汤利

南明区：市政工作人员 15 个小时没合眼

云岩区：应急队伍，分赴辖区防汛抢险

记者测试水深

消防员救出被困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