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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暴雨洪灾导致部分农田

被淹、道路垮塌、房屋损毁……连

日来，我区各地全力以赴开展灾后

自救，力争将损失降到最低。

永城镇组织500余名党员干部

和志愿者投身抗洪抢险一线，确保

了受困群众“零伤亡”。该镇实事

求是地对各村、各组进行核灾勘

灾，对受灾群众的水、电、食品、药

品等生活必备品提供保障，重点确

保贫困对象生产生活稳定；及时开

展卫生防疫，加强技术指导和环卫

消杀。同时，帮助受灾村组及群众

做好损毁基础设施恢复工作；对受

灾农作物，及时清沟排水，补种补

播，最大限度挽回损失。此外，做

好各项惠民政策宣传工作，化解可

能引发的纠纷和矛盾，安抚受灾

户，及时送去温暖和救灾办法，树

立战胜灾害的信心。

“6·22”暴雨洪灾导致永新镇

辖区内河水暴涨，造成部分村民农

田被淹、住房受灾，部分农业水利

交通等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损。

其中，低海拔的伏牛村、木瓜村受

灾严重。为最大限度保障群众生

命安全、挽回财产损失，永新镇迅

速反应，组织镇机关事业干部、村

居干部、志愿者奔赴各个岗位抢险

救灾，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开

展清淤消杀、生产自救等工作。期

间，望场社区、富家社区居民充分

发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

神，快速组建志愿者服务队，前往

协助清淤工作。目前，永新镇清淤

工作已基本完成，群众生活逐渐恢

复正常。

在“6.22”暴雨洪灾中，赶水镇

26 个村（社区）受到不同程度灾

害。灾情就是命令，该镇迅速组织

26个村（社区），安排120余人盯防

地质灾害点、山坪塘、水库、易滑坡

路段等隐患点，建立隐患台账，及

时设立安全警示标志，并根据情况

转移群众360余人。同时，各村（社

区）实行24小时值班制，通过“村村

通”应急广播发送预警和防洪救灾

信息8条。期间，赶水镇还组织场

镇4个社区，发动“巾帼志愿者”30

余人，重点对辖区沿河居民挨家挨

户排查，累计为8家居民抢运生活

物资，援救被困老人和小孩 11 人。

洪水退却后，该镇又组织相关工作

人员通过手持小喇叭、发放宣传单

等方式，向辖区群众宣传卫生防疫

知识。此外，该镇机关联合辖区内

学校、企业成立以党员为骨干力量

的200余人的抢险突击队”，深入受

灾一线救援，清除积水淤泥 80 余

处。

我区各地全力以赴开展灾后自救
本报记者 廖静 吴长飞

“6·22”暴雨洪灾后，全区卫生

健康系统积极做好灾后卫生防疫

工作。截至6月28日12时，全区累

计参与消杀1917人次，消杀面积达

233万平方米。

古南街道沱湾、文昌宫、遇仙

桥、新山村、北渡等社区沿河滨江

路段在此次洪灾中受灾严重。洪

水退去后，古南街道卫生院多举措

开展灾后防疫工作。期间，古南街

道卫生院积极配合街道对辖区农

贸市场、垃圾处理站、公共卫生间

等重点场所，开展每天两次的消杀

工作。对已经消杀的场所，工作人

员张贴“已消毒”标识，告知辖区居

民，接受群众监督，真正做到让百

姓放心，让党和政府放心。同时，

该卫生院将公共卫生科人员分成

五组，分别到遇仙桥、沱湾、新山

村、文昌宫及北渡社区，通过发放

宣传资料、播放宣传音频、悬挂宣

传横幅等方式，宣传卫生防疫知

识。

洪水导致石角镇新街、王爷

庙、盐码头和农贸市场等地不同程

度被淹，受灾面积达 15 万余平米。

灾情发生后，石角镇卫生院迅速行

动，组织工作人员对清淤后的区域

进行防疫消杀，保障人民群众身体

健康。6月25日一大早，记者在现

场看到，工作人员正在配制含氯试

剂，将对镇上部分还未消毒的公共

区域进行消杀。截至目前，全镇已

消杀 13 万余平米。石角镇卫生院

院长刘正鹏说，前期已对低洼地带

被水淹没过的居民楼、行道、走廊、

院坝、草坪、农贸市场等公共区域

进行了全面消毒作业，后期将对已

完成清淤的每一个地方进行实时

跟进，全面消杀。

据悉，灾情发生后，区卫生健

康委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制定《綦

江区洪涝灾害卫生防疫方案》等方

案，针对环境、餐饮用品、生活用

品、瓜果蔬菜等消杀工作进行规

范，提高全区消杀工作效率和效

果。同时，该委还组织召开卫生防

疫电视电话会，进行专项培训和工

作安排；领导班子成员分赴各街

镇，了解受灾情况并指导疫情监

测、饮用水源管理、环境清理等工

作。

“端午期间，全系统取消休假，

第一时间全面启动消杀工作。”区

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主

要针对农贸市场、学校、垃圾站、街

面、商铺、公共卫生间等重点区域，

每天两次消杀。

此外，区卫生健康委还通过綦

江日报、大美綦江APP等媒体宣传

卫生防疫知识，并制发洪灾后健康

教育手册2万余份，张贴宣传告示

书600余张，悬挂横幅200余条。各

街镇卫生院人员联合社区工作人

员入户宣教，签署《告辖区居民书》

1万余份。

全区卫生健康系统积极开展灾后防疫

完成消毒233万平方米
本报记者 龚小芹 刘琦 吴越 吴明鸽

工作人员正在消毒。 古南街道卫生院供图 宣传卫生防疫知识。 古南街道卫生院供图

本报讯（记者 石汉谋）6 月 22

日，全城拉响抗洪警报。区消防救援

支队闻警即动，全力以赴投入抗洪抢

险工作。截至 6月 26日，区消防救援

支队共营救出被困人员 113 人，疏散

群众 890余人，清理淤泥路段 4800余

米，抢救财产 230 余万元，保护财产

800余万元。

洪水中，一艘货船因泥沙过多在

登瀛转关口大桥附近失去动力，区消

防救援支队接警后立即前往救援。

区消防救援支队通惠救援站副站

长雷琪说，他们赶到现场时发现货船

上有两名船员被困，无法脱险，货船不

稳定，随时可能被冲走，对下游的桥梁

和城市建筑造成损害。

针对现场情况，救援人员采取先

稳固货船为救人创造条件再控制货船

防止侧翻的战术措施，经过 6 个小时

的紧张营救，终于将被困人员安全救

出，成功处置险情。

“入汛以来，支队按照防汛要求，

积极做好人员、物资、装备等各项准备

工作。”区消防救援支队副政委曾伟

说，灾情发生后，支队指挥中心密切关

注綦河沿线洪水情况，同时，下属4个

消防救援站全体出动，前往綦江城区

及赶水镇、东溪镇等地区，开展洪涝险

情处置，累计处置灾情 50 起，出动救

援车辆258辆次、人员1584人次。

洪水来袭，消防官兵逆行而上

113名被困人员获救

本报讯（记者 赵竹萱）针对

近期我区出现的持续性降雨天气，

区农业农村委动员各街镇立即组

织技术人员深入灾区，指导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和受灾农户开展农业

生产和生产自救。同时，区农服中

心的专家技术团队也分组前往各

个受灾严重地区，进行现场灾情勘

察、技术指导等工作。

6月27日至28日，我区再一次

迎来强降雨过程，局部地区大暴

雨。此次强降水覆盖全区，强度

高、雨量大，以綦江东部为主。其

中，隆盛镇受灾情况最为严重。据

初步统计，强降雨造成隆盛镇水稻

受灾780余亩、玉米受灾700余亩、

花椒受灾78亩、花卉受灾20亩、水

果受灾 35 亩以及其它农作物受灾

近100亩。

6月28日，记者在隆盛镇中桥

村的一蔬菜基地看到，玉米、水稻、

辣椒、南瓜、冬瓜、黄花、藤菜等大

片农作物浸泡在洪水里。据基地

业主杨正华介绍，自 27 日早上 11

点起，基地便开始进水，洪水迅速

倒灌入大棚，基地内水深最高时超

过了3米，直到28日早上降雨才停

止。截至28日下午6时，基地内低

洼地段的农田依旧被洪水淹没，水

深达一米左右，造成其经济损失近

80万元。

“等水退完，要赶紧把被淹的

农作物铲除，再对田土进行施药，

要特别注意细菌性病害的防治，最

后再来补种改种。这个季节，可以

种些萝卜、豇豆、小白菜……”在实

地查看了农作物以及农田受灾情

况后，区农业农村委工作人员根据

不同田块的实际情况，当即与杨正

华共同协商了补救措施和降低损

失的方案，承诺在灾后为其提供补

种、改种、施药等技术支持，并督促

农业保险公司尽快为其办理受灾

理赔，让其尽早恢复农业生产。

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他们将把工作重点放在

抗灾补损上来，指导农户及时疏沟

清渠，排涝排渍，防止大田形成内

涝；及时洗苗扶苗，加强肥水管理，

做好中稻管护工作；加大对重大病

虫害监测防控力度，确保灾后不暴

发病虫灾害；针对水毁严重田块，

及时指导农户进行改种；进一步加

强与农作物保险公司的沟通，共同

做好农业保险勘灾理赔工作，确保

农业生产尽快恢复。

灾后农业生产有序恢复

合力清淤。 赶水镇供图

本报讯（记者 成蓉 石汉谋）6

月29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前元主

持召开区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

次会议。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人大常委会

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

国统计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指

出，要广泛深入开展统计法宣传和教

育工作，进一步营造全区上下依法统

计、科学统计的氛围；要继续完善落实

统计法的相关意见办法，全面提升统

计数据质量；要尽快建立统计执法检

查常态化机制，强化执法检查，维护统

计法的法律权威；要加强统计成果运

用，为推进科学决策、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更加科学有效的依据。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

2019 年度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的

报告。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坚持底线思维和问题导向，持久

推进污染综合防治；要持续用力加强

各级环保督查反馈意见整改落实，突

出抓好水污染防治工作，逐步补齐水

环境基础设施短板；要正确处理生态

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实

现双赢、多赢目标；要加大生态环保宣

传教育和执法力度，持续提升全社会

的环保意识；要科学合理编制全区“十

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守牢生态保

护红线。

会议还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

2018 年度全区国有资产及金融企业

国有资产管理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

区政府关于高新技术开发区创建工作

情况的报告、区检察院关于《重庆市綦

江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区人民检察院公

益诉讼工作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

况的报告；审议和表决了有关人事事

项；书面印发了区人大常委会代表资

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的审

查报告。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德明、刘

益文、吴大林、刘红兵出席会议。区政

府副区长雷瑞宏、刘芳敏，区监委主任

唐鹏程，区检察院检察长钟晓云列席

会议。

区第二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三次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廖静 包俊 实

习生 张梦寒）6月29日，区政协召开

二届四十二次主席会议，区政协主席

母明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区政协副主

席褚洪春、王守华、牟伟、刘林、李北

川、周宗容、詹旭东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文章《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

短板问题》《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

重大意义 依法更好保障人民合法权

益》及相关文件精神，听取了区委组织

部、区委依法治区办、区生态环境局、

区教委有关项目落实情况汇报。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及时了

解世情、国情，把握当前形势，确保我

区政协工作与时俱进。要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全面落实中央、市委关于法

治建设的各项决策部署，强化依法执

政，严格依法行政，加强依法履职，规

范有效推进各项工作。要冷静面对来

自经济下行等方面的压力，坚持经济

绿色转型发展的定力，优化生态环境

保护的压力，强化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精准施策、协同发力，发挥生态环境约

束性指标的规制作用，确保打赢污染

防治攻坚收官之战。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引进中

高等优质教育资源增强綦江人才吸附

能力的调研报告》《2020 年委员履职

考核细则》《区政协二届二十一次常委

会议方案》《贵州省遵义市政协·重庆

市綦江区政协推动渝黔合作先行示范

区建设友好政协交流合作协议》《四川

省都江堰市政协·重庆市綦江区政协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友好政

协交流合作协议》。

区政协召开
二届四十二次主席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