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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苏振华报道：据气象部门
预测，5月10日-13日我省可能出现今年入
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
的强降雨过程，一些区域日降雨量或达到历
史峰值。为切实做好防御强降雨工作，最大
程度减少极端天气造成的影响，珠海市水务
局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积极开展
防范工作。据统计，目前全市可供调用大型
排涝泵车达60辆，总排水量达每小时12.4
万立方米。应急装备已准备就绪。

为积极应对本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
市水务局于5月 7日发出防御工作通知，
要求各区水务部门和珠海水控集团等单位
加强研判、预警和防范，落实应急处置机
制，加强值班值守和水务工程巡查，提前防
范城市内涝，尽早做好应急响应及处置的
各项准备工作。在强降雨过程中，市水务
局将按照应急预案实时启动相应级别应急
响应。

备汛期间，我市重点排查整治水务工
程隐患，建立台账，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
并实施“闭环管理”，同时提前做好城市排
水设施的检修、疏浚等工作。截至 10日
14时许，全市共出动巡查人员9635人次、
巡查车辆4012车次，完成管网巡查39108
公里，疏浚排水管道约120公里，清理雨水
口11700多个，共清理淤泥杂物800多立
方米。

在此期间，市水务局联合市应急管理局
实地检查防御准备工作，对近期连续性强降
雨防御工作再检查再落实，严禁水库超汛限
水位运行，督促各相关责任单位降低水位，
预留空间蓄滞雨洪，确保安全运行，同时加
强在建水务工地安全监管，落实好暴雨期间
停工措施。

为适应防汛需求，切实提升排水防涝能
力，我市市、区两级相关部门对防汛物资储
备库进行补充。全市目前共有各级防汛物
资储备仓库36个，约600名排水应急人员正
严阵以待；共有大型排涝泵车60辆，总排水
量达每小时12.4万立方米（水量相当于一座
小Ⅱ型水库库容），随时可以部署到防汛一
线。

此外，我市还建有市级防汛抢险专家库
（44名专家），以及施工、设计等水务抢险救
灾队伍库，可为排水防涝应急抢险提供技术
支撑；对易涝点实行“一点一案”防御措施，
每一个易涝点均对应“一纸预案”，明确巡查
和值守人员，以及应急抢险责任人。为积极
应对连续性强降雨，相关部门现已在各个重
点区域提前预置移动泵车等抽排设备，以及
其他应急物资。

我市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来袭

严阵以待 确保全市防汛工作安全平稳

全市城市（城区）内涝隐患风险
点共计72处。强降雨期间，这些区
域容易出现大面积积水，市民、车主
需注意通行安全，必要时应设法绕
行。

香洲区26处：分别为南泉路
南屏医院（香洲区第二人民医院）与
附近工地之间区域；农民新村、南泰
明湾区域；南湾大道；中盛路；香华
路交迎宾北路、人民西路区府公交
站段、同华路交迎宾北路区域；格力
仓库；城市阳台（海滨公园）；九洲二
巷；南洋埔村；莲花路；健民路交石
溪路路口；东顺物流园；屏西五路；
前山气库；前山立交桥底；蓝盾路；
屏东六路；桃园新村人行通道；神前
路；明珠隧道车行通道；屏东四路车

辆掉头位置；梅华东路交鸡公山三
街区域；兴业路；人民西路交兴业快
线、兴业路交香华路、梅华西路儿童
公园门口等区域；昌盛路交昌平路
区域；山星工业园、和平市场、南溪
天桥和南溪村口区域。

金湾区 19处：分别为珠海大
道交机场北路区域；金湾立交区
域；海棠路；南水镇南郊村南场路
区域；迎雁东街；和兴中路；金海岸
中学公交站；安基路；电厂路（钢铁
厂）区域；机场东路东咀片区（机场
路交金岛路交界、机场路交华阳路
交界区域）；机场对面路段；紫园东
路；红旗路；金涛街；创业北路至丽
珠南路区域；虹阳路；金海岸大道
金龙花园附近；下金龙路口；铁炉

北路。
斗门区16处：分别为白蕉路与

虹桥三路；华英路；上横上进路；
X584线附近；桥湖南路；富山八路；
富强路；南华路；伟创力厂区附近；
工业大道北附近；工业三路；河边东
街；白藤湖商业街（湖畔花园）；白藤
湖市场；港霞东路；新青三路。

高新区9处：分别为鸡山公交
车站人行道区域；山房路唐家市场
前路段；金星路东侧；金峰中路（金
鼎广场）；港湾大道白埔路口至唐乐
路口段；金鼎一小北侧道路；京珠西
辅道 88 号路灯处；下栅检查站；二
线公路142号路灯附近。

鹤洲新区（筹）2处：分别为连
屏村一带；富林东路。

全市内涝隐患风险点

本报讯 记者王芳报道:记者从
市气象部门获悉，10日夜间至13
日，我市将迎今年以来最强持续性
降雨，随时发生暴雨、局部大暴雨、
雷暴及短时大风等极端天气。

据市气象台预计，11日至 15
日我市累计雨量将达到200至350
毫米，局部达400毫米以上，最大1
小时雨量可达到50至80毫米，最
强降雨较大可能出现在11日至12
日凌晨及上午时段。

市气象台提醒，此轮降雨过程
可能是我市今年以来最强持续性
降雨，加上11日至13日我市潮位
逐日走高，存在海水顶托导致排水
不畅的风险，需特别注意防御城乡
积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最强
降雨时段易出现在凌晨至早晨，请
相关单位注意加强夜间值守和早
晚高峰的交通疏导工作。此次强
降雨过程可能将会发布橙色或更

高级别暴雨预警信号，请各中小学
校提前做好延迟上学、停课等相关
准备工作。

防雷暴，室内室外如何做？

室内：为防雷窜入室，应提前
关好门窗，并切断各类电源。切
忌使用电吹风、电动剃须刀等。
还要减少使用电话和手机，不宜
使用水龙头、花洒洗澡。不要
靠近室内的金属装置，不要站在
电灯的正下方。

室外：不要靠近空旷地带，不
要躲在树下，不要使用手机，且勿
站在山顶或楼顶上。要远离各种
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如在室外行走，要穿塑料雨衣，应
摘掉手表、眼镜等金属物品。切勿
奔跑，行走要缓慢步小，以减少“跨
步电压”。不骑自行车，在空旷场
地切勿打伞，不用金属杆的雨伞，

不将带有金属杆的工具如铁锹、锄
头等扛在肩上。不游泳或进行其
他水上运动，不停留在海滨、水田
或小船上。

城市内涝，防灾避险怎么做？

不在有积水的道路上行走，注
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尽量
贴近建筑物，在积水处不靠近有旋
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
井、地坑等危险区域。

开车时不要冒险把车开到有积
水的地方，不将车停到低洼处，防止
车辆泡水。通过积水处应使用低挡
行车，打开车窗，如果车辆不慎进水
熄火，切勿启动发动机。遇到险情，
果断弃车逃生。

地势低洼的小区、商场、车库
等要提前做好防护措施，可以用门
板、沙袋等筑起挡水坝，预防雨水
倒灌。

最强持续性降雨来临

雷暴、水淹发生时该如何做？

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报道：为更好
地落实《珠海市基层三防能力建设实施
方案》，防御自然灾害，高效、有序地组
织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5月9日下午，香湾街道组
织各部门、各社区，联合辖区交警、企
业、物业和乐邦水域救援中心，开展海
霞新村紧急情况临险人员、车辆应急转
移演练。

演练中，模拟珠海市、香洲区三防
办启动一级防台风、红色暴雨应急响
应，香湾街道三防指挥部同步启动一级
防台风、红色暴雨应急响应预案。随着
手摇警报器、铜锣等疏散号令响起，人
员转移工作组立即入户动员疏散转移，

海霞新村临险居民积极配合，在工作组
的指引下顺利转移至临时避难场所。
车辆转移、交通管制组对海霞新村进行
临时交通管制，通知低洼地带车辆转
移，并对无人认领车辆采取拖离等应急
措施。信息组、抢险组、避难场所管理
服务组等各司其职，完成了设置警戒
区、抢救被困人员和财产、抗洪排涝、安
抚受灾群众、协调避难场所物资及医疗
保障等系列演练模拟任务。街道民兵
无人机侦察救援排出动无人机实地侦
察，辅助抢险救援。

整个演练过程紧张有序。大家精
神饱满、行动敏捷、配合密切，演练取得
较好实效。

提高防汛处置能力 增强汛期实战基础
香湾街道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演练

工作人员在挂警示牌。5月10日下午，香炉湾沙滩受天气影响暂停开放。 本报记者 钟凡 摄

本报讯 记者郑振华报道：根据珠
海气象部门发布最新预测，10日夜间
到13日有暴雨，局部大暴雨，部分时间
伴有雷暴和短时大风。为确保灾害天
气期间学生安全，经市三防指挥部会商
研判决定，5月11日，珠海全市中小学
校、幼儿园暂停课一天（寄宿制高中、职
业学校除外）。

市三防指挥部要求教育、人社、文
体、卫健等部门加强与气象等部门会商
研判，根据《珠海市教育系统应对台风
暴雨停课安排工作机制》（珠 教 保

〔2015〕36 号），有序落实寄宿制高中、
职业学校、高等院校停课措施。寄宿制
高中、职业学校根据气象预警和险情情
况及时采取防御措施，地处低洼地区的
学校视情况提前采取停课措施。

5月10日15时55分，根据降雨趋
势，经会商研判，市三防指挥部决定即
时起启动防汛（防暴雨）Ⅳ级应急响应，
请市民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做好防范
避险工作。为确保灾害天气期间游客

安全，经市三防指挥部会商研判，定于
5月10日18时起关停滨海沙滩、泳场、
旅游景区景点、公园等户外公共场所。

此外，香洲港10日也发布了停航
公告，受雷雨大风天气影响，为保障航
行安全，11日香洲港、蛇口港往返海岛
航班全部停航。

11日零时10分，市气象局发布全
市暴雨黄色和雷暴预警信号：受雷雨云
团影响，预计我市将出现持续性降雨，
间中雨势较大，并伴有雷暴。1时50
分珠海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

市三防指挥部进一步要求，各三防
成员单位要严格落实好各项防范措施，
重点做好低洼地带防涝和群众安全转
移安置、暴雨期间下穿隧道封闭管理、
应急救援队伍调度等工作，还要做好医
院等重点单位应急电源保障工作。

据初步统计，截至 5 月 10 日 24
时，全市各级各部门共出动应急力量
19778人次；开放全市全部避难场所
256处；共转移安置50546人。

全市出动应急力量近2万人次，安全转移5万余人

11日全市中小学停课一天

□李勇智

据珠海市气象部门预报，11日-13
日我市有持续性暴雨过程，局部有雷
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次降雨
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将是我
市今年以来最强降雨过程。

迎战“最强暴雨”，要打有准备之
仗。强降雨、台风等自然灾害的到来
不可避免，但随着科技的进步，气象
预报愈发精准，也给了我们提前预
防、早做应对的时间。各项应急物资
是否准备充足？能否在最短时间内
转移临灾人员？是否有针对性地做
好了防洪防涝防水浸等准备？防灾
避险宣传是否传达到了“最后一公
里，最后一个人”？在“最强暴雨”来

临之前，职能部门应该对可能出现的
问题做好预判。

迎战“最强暴雨”，要打有把握之
仗。市三防指挥部加强了监测预警和
分析研判，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并就落
实临灾人员转移、强化部门联动、加强
灾害风险防控等作出部署。同时要求
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提前安排
抢险队伍、装备和物资，做好抢险救灾
物资适用性检查工作，如遇突发情况做
到快速科学有效处置。

面对躲不开、绕不过的“最强暴
雨”，我们必须要以“宁可备而不用，不
可用而不备”的踏实态度，以“从最坏处
着眼，向最好处努力”的应急姿态全力
以赴迎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

迎战“最强暴雨”要打有准备之仗！

本报讯 记者苏振华报道：我市气象部
门预计此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
大。南方电网广东珠海供电局发布安全提
醒，建议市民在本轮强降雨期间减少外出。
为防止意外触电，供电部门可能会对受水浸
影响严重的区域主动停电。

强降雨期间需要注意安全用电和涉电
公共设施的安全。当前，珠海市民用户需要
提前做好准备，确保电力设施特别是自有产
权的用电设备安全可靠。

首先，重要用户和单位应按国家标准和
重要负荷的用电需求提前自行配备满足突
发情况下所需容量的应急电源。定时检查
UPS、EPS、发电机等应急电源启动情况，确
保应急电源装置安全、可靠。

其次，相关单位需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
单位对设备进行试验，积极配合供电部门开
展防汛安全检查，及时整改安全隐患。

最后，还应检查核实应急准备情况。建
立防汛电房值班制度，针对潮湿、暴雨等天
气做好动态管理，做好紧急避险措施，如有
必要，可主动停电，特别是涉电公共安全隐
患要立即整改。

减少外出 防止触电
供电部门将对水浸严重区域断电

本报讯 记者马涛报道：每年5月
12日为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适逢我
市受强盛的西南气流影响，全市将出现
持续性暴雨过程。昨日，珠海市农业农
村局提醒有关单位，应指导养殖场户全
面排查安全隐患，积极做好防灾减灾应
对工作。

抓紧采收入库。密切监测，必要时
提前对成熟可上市的蔬菜、水果及其他
经济作物进行采收，并及时入库冷藏储
存，把灾害影响降到最低。

减少水灾隐患。及时做好地势低
洼区域排涝、田间排水、鱼塘排水等措
施，及时预降河道水位。生产基地要做
好农田内外沟渠清理，保证排水畅通。

加固各项设施。对温室大棚等设
施进行认真排查，及时做好棚架、棚膜
等设施的加固工作，防止因大风造成设
施倒塌和破损。

确保人身安全。及时撤离居住在
危房、临时用房内的人员，确保不发生
人身伤害事件。遇上台风、暴雨等极端
恶劣天气，停止一切田间作业，除排灌
设施等用电外，需关闭生产基地户外电
源，防止出现二次安全事件。

加强病虫害监测。严密监控田间
病虫情动态，及时发布病虫发生信息，
科学制定防治策略，切实做好蔬菜、水
稻、瓜果等重大病虫害防控工作，减轻
次生危害。

市农业农村局发布提醒

积极做好防灾减灾应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