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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报道：5月10
日至11日上午，珠海市城市管理和综
合执法局实地检查市固体废弃物处理
中心渗滤液调节池、板樟山公园、前山
立交下市政道路易涝点、城市阳台、明
珠路明珠隧道、中山公园排洪沟渠、情
侣北路、港湾大道、优特汇购物中心、
澳门回归广场以及梅华路沿街广告招
牌和广珠城轨沿线广告、临时建筑、排
洪沟渠等地，查看防御工作落实情况，
督促做好安全隐患排查，全面压紧压
实三防责任。

全市城管部门提前加强对主干
道、公共广场、公园树木检查，排查抗
风能力较差的新种植树木，并对有安
全隐患的树木及其他绿化设施进行加
固处理，提升园林绿化抗灾防灾能
力。近一周，全市园林绿化部门应急
处置出动人员共 2500 余人次，车辆
340余台次，预先疏枝、修剪、加固树木
42400余株，组织排查公园薄弱点140
多处，实施紧急闭园190多个，修剪、清
理树木断枝150余处，扶正倒伏树木
80余株。

5月10日-11日，全市城管执法部
门出动执法人员1500余人次，采取了
加固、拉警戒线、通知整改、不定时巡
查监控、疏通堵塞点、拆除户外危险广
告招牌、横幅等措施，教育整改乱设置
户外广告设施、乱拉挂横幅等行为176
宗，清理整治及拆除各类户外广告设
施、横幅、灯箱177宗，对乱搭建和违法
建设行为教育整改64宗，清理拆除14
宗；检查燃气经营场所98个、燃气使用
场所148个，教育整改16宗。数字城
管派出巡查员222人次进行户外巡查，
共上报案件323宗，均转派相关责任单
位处理。

各区市政部门加强市政管养道
路、桥梁排查，发现路段积水及时疏通
排水井，放置好安全警示标志，进行现
场值守。其中，5月10日-11日，香洲

区市政部门出动31车次、85人次，巡
查莲花路等市政道路和紫荆隧道等地
下通道、桥梁，针对水浸情况打开井盖
排水；金湾区市政部门组织7个养护
组88名一线工人，处理积水点7处，路
面设置防积水安全措施20余处，防汛
车排除路面积水约800立方；斗门区
市政部门已对龙井路等12处积水路
段进行排水；高新区市政部门对共计
60处积水路段进行疏通、排水；鹤洲
新区筹备组市政部门对十字门驿站等
周边路段进行排水，保西路往南琴路
方向水深达0.6米，管养单位已暂时围
蔽路面。全市路灯管理部门采取线上

监控、线下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做好路
灯巡查检修，其中市路灯服务中心全
面排查12条重要道路，检查珠海大桥
底等水浸危险点10处，消除安全隐患
7处。

环卫部门全力奋战保畅，加强垃
圾清运及道路排水口清淤疏堵工作，
确保日常垃圾清运作业正常运转，城
市道路排水畅通。其中，5月10日-11
日，香洲区环卫部门出动2505名环卫
作业人员始终坚守一线；斗门区环卫
部门采取“白+黑”24小时不定时巡查
监控、及时疏通辖区主次干道雨水篦
子堵塞点等措施，累计排查出水浸点

20 余处，清理雨水篦子 1235 处、共
1882个，对3200余个下水井口垃圾进
行清理，确保无杂物、不堵塞，累计清
理路面泥沙、落叶等垃圾约8.9吨；金
湾区环卫部门组织排查出水浸点10余
处，清理雨水篦子约70处、共96个，对
55个下水井口垃圾进行清理，累计清
理垃圾约4吨；高新区环卫部门组织排
查出水浸点 35余处，清理雨水篦子
348处、共1670个，对3500余个下水
井口垃圾进行清理，累计清理垃圾约
15吨；鹤洲新区筹备组环卫部门组织
排查出水浸点 15处，清理雨水篦子
800余处，累计清理垃圾约6.8吨。

我市城管系统坚守防汛第一线，全力应对强降雨天气

确保城市道路畅通

工作人员在情侣路城市阳台清理路面。 本报记者 李建束 摄

本报讯 记者何进 通讯员杨小江
报道：本轮暴雨连夜来袭，我市多个地
段出现水浸情况，道路上部分车辆因
故障发生抛锚险情。珠海交警全城布
控开展巡城，及时发现各处险情后，立
即涉水前往各事发地点进行援助，确
保群众平安。5月10日晚至11日11
时 10分，珠海交警部门共出动警力
836人、警车107辆、警用摩托车301
辆，全力做好防汛应急交通管理工作。

5月11日凌晨1时左右，高栏港
交警大队二中队辅警小陈巡逻到平沙
镇京华假日湾时，发现路面积水严重，
为加速排水，小陈立即上前徒手清理
下水道周边的淤泥和堵塞物，用警示
锥做好警戒提示后，又打开下水道井
盖，让积水尽快排出，随即继续巡城，
赶往下一个积水点进行疏流排堵工
作。

8时54分，大雨倾盆，让人视线
受阻。金唐交警大队莫警官冒雨巡逻
至留诗路时，发现一辆白色小车停在
左侧车道，此时路面水位正在上涨。
情况紧急，莫警官立即下车前往查
看。经询问，车内司机称车辆突然熄
火，正急得手足无措。此时水位上升
已淹至该司机的双脚。莫警官让司机
在车上控制方向，自己则涉水绕到车
后全力推车。最终，成功将车辆推移
至安全无水浸路段。

9时50分，暴雨仍在持续，路面
能见度低。金唐大队辅警李建军、刘
宇龙巡逻至港湾大道交金凤路口时，
发现一辆小货车停在路中间，后尾打
着双闪，便立即上前了解情况。司机
因车辆突然熄火发动不了，正困坐在
车内一筹莫展。两位辅警合力将车辆
推至路边，帮助司机脱离困境。

暴雨中车辆接连发生抛锚险情
珠海交警冒雨涉水解围

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报道：5月11
日，我市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按照香洲
区委、区政府关于防御强降雨的统一部
署，香洲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着眼
于暴雨来临时“排得出、排得快”的目
标，提前部署，从10日开始落实落细各
项应急防御措施，提早做好作业车辆、
工具、机械设备等应急物资准备工作，
防患于未然，确保群众安全。

据香洲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局长陈辉介绍，暴雨来临前，该局已通
知珠海水控集团、正圆公司及各排洪
渠、雨水渠、泵站、水闸管养单位提前开
展防汛检查、清淤疏堵，保障辖区雨水
泵站、水闸、分流井等排水设施正常运
作，提前调度打开阻水设施，打开内涝
点雨水篦并设置排架，做好排水及围挡

工作，同时落实泵站、水闸等重点点位
人员不间断值守。

据了解，该局从今年3月份开始，
安排工作人员对辖区内全部的雨水管
和污水管进行了清淤掏沙、清理树叶杂
物等疏通工作，确保暴雨来临时雨水能
尽快排出去。同时，该局还积极推进水
浸黑点整治，目前香洲区26个水浸黑
点已有5个完成整治，效果良好。

为应对此次强降雨，香洲区城市管理
综合执法局还提前布置了20辆大功率抽
水泵车和抢险队伍值守易涝点，一旦出现
水浸情况立即开动抽水作业，尽快排水。
另外，为了确保行人和车辆在暴雨中安全
出行，该局还在17个城市道路的下穿隧
道和36条人行下穿隧道布置排水泵车，
并安排人员值守，及时排水，避免水浸。

据了解，香洲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
局还安排了环卫、园林作业人员加强路
面巡查，对堆积在排水口的树叶、垃圾
进行清理，提高排水速度，及时清理道
路倒伏树枝，保障出行安全和畅通。同
时开展市政道路排水、路灯检修、漏电
检查等工作，重点检查涉水易涝点的路
灯照明设施，对路灯线路、控制箱等进
行检测维护，防止因降雨出现积水导致
漏电跳闸等现象发生。截至5月11日
上午，该局已消除迎宾路、人民西路、夏
美路等主要路段园林绿化隐患15处；
组织市政作业人员及大排量泵车等排
水设备驻守石景山公园人工湖，以防湖
水外溢；对南屏商业街、屏北二路、中盛
路、红山路等出现水浸路段的路灯设施
进行断电处理，待积水退去后再送电。

香洲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多措并举防御强降雨

确保群众出行安全

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报道：为积极应
对强降雨，香洲区严格落实行政首长负
责制，区主要领导带头落实24小时带班
值班和重点区域巡查，各相关部门、各镇
街主要负责人在岗在位，严格落实领导
分片包干和“三个联系”责任制度。5月
11日，香洲区四套班子领导带队成立10
个督导检查组，分片驻守镇街深入检查

强降雨防御重点工作落实情况，及时联
系解决存在问题，确保万无一失。

当天，香洲区对临海、低洼地、地质
灾害隐患点、危房等危险区域、建筑工地
临险人员进行全面排查，落实转移方案
和责任人，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做到应
转尽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107处避
难场所做好全面开放准备，结合实际需

要启用26处，成立避难场所专班，安排专
人24小时值守，并储备必要的生活物资，
落实防疫措施。所有中小学校和幼儿园
停课，在建工地全部停工。11日全区出
现水浸点10处，经过处置均已退水。

当天，香洲区落实值班备勤人员
5500余人次，不间断收集更新动态信
息，有针对性地巡查检查重点区域，

及时排除险情。13座水库、75个下穿
隧道、26个水浸黑点等均有人值守，
前置移动泵车20台。366个沿海低
洼地下车库全覆盖安装防洪挡板，落
实责任人、应急预案和防汛物料。统
筹政府、国企、民间等33支救援抢险
队 2350 人，储备充足的应急物资装
备，做好应急调度和抢险救援准备。

香洲区全面排查临险人员落实转移方案

启用26处避难场所保障群众安全

本报讯 记者张帆报道：为做好本
轮强降雨防御工作，斗门区及时部署、
统筹调度，迅速开展各项防御准备工
作。5月11日晚，来自斗门区应急管
理局的消息称，全区七大联围共有外
江堤防总长211.938公里，目前均处于
安全状态。

省、市电视电话会议部署防御强
降雨工作后，斗门区立足“防大汛、抢
大险、救大灾”，建立区、镇（街道）、村
（居）三级防汛高效指挥体系，全面压

实责任。斗门区立即开展重点部位隐
患排查，并实时进行动态监测。目前，
全区水利工程主要为七大联围，总长
211.938公里的外江堤防均处于安全
状态。

斗门区河网纵横，其中有外江水
闸 118 座、水库山塘 36 宗，总库容
8534.69万立方米。5月9日晚开始持
续开闸泄洪，山塘水库保持低水位运
行，利用潮位对围内河道水位进行预
排，提前降低围内水位。目前，斗门区

外江河道远低于警戒水位，围内河道
已提前进行预排。为应对新一轮强降
雨，继续确保山塘水库保持低水位运
行，斗门区正利用潮位对围内河道水
位进行预排，提前降低围内水位。

斗门区扎实落实责任对接“三个
联系”制度、特殊群体临灾转移“四个
一”机制。截至5月11日15时，全区
共转移 12866 人，100%实现安全转
移；启用避难场所18处，发布预警信息
1526条信息，受众达84.85万人次。

在抗击强降雨过程中，斗门区按
照疫情防控要求对避难场所做好通风
消杀等工作，及时开展红黄码人员排
查，每个避难场所均有医疗队伍负责
核酸检测和抗原检测，准备好口罩、
快消洗手液，要求群众做好个人防
护，落实扫码、测温、保持1米线距离
等防疫要求。

截至昨日，本轮暴雨暂未造成人
员伤亡事故和较大财产损失，斗门全
区防汛形势总体平稳可控。

斗门区七大联围实施动态监测

逾211公里外江堤防处于安全状态

本报讯 记者宋雪梅报道：为应对
强降雨、全力筑牢防汛“铜墙铁壁”，高
新区成立了区强降雨防御指挥部，全
区18个社区划分为18个三防“战区”，
区领导挂点全面督战，深入一线检查
重点隐患排查整治情况，抓紧抓细抓
实各项防汛工作措施，全力以赴确保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高新区后环片区临近海边，后环片
区上的排洪渠是确保唐乐、唐家、后环三
个社区泄洪排水的“生命通道”。为应对
本轮暴雨天气，5月10日，高新区领导现
场检查防洪防汛工作，并决定在后环片
区原有的“几”字形排洪渠的基础上，快
速挖掘一条400米左右的直线排洪渠，
提升泄洪效率，优化防洪条件。

5月10日晚10时许，珠海市高新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接到紧急任务指令
后，迅速集结施工队伍并到现场制定
施工方案。10分钟内，100余台机械
设备调配到位后随即展开施工。

11日凌晨起，雨点密集。按照施
工方案，工地上挖掘机高效有序运作，
施工队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冒着暴

雨通宵鏖战。当日清晨6时许，随着沟
渠里汹涌的水流快速汇聚，奔腾向海，
后环片区排洪渠“生命通道”终于打
通，唐乐、唐家、后环三个社区未出现
水浸。

据了解，此次防汛工作，高新区还综
合运用数字高新大数据、信息系统、传统
手段等，提高了防汛的预见性和精准度。

高新区通宵奋战抓实各项防汛措施

百余台机械设备打通400米“生命通道”

开栏语：城市管理是城市
建设发展的永恒主题。为推动
珠海主城区城市管理高质量发
展，本报从今天起开设“香洲城
管”专栏，聚焦香洲区城市管理
和综合执法局在城市精细化管
理、体制改革创新、队伍建设、为
民服务等方面的新举措、新成
效，展开连续报道，敬请垂注。

本报讯 记者苏振华报道：5月11
日凌晨，我市先后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暴雨红色预警，珠海水控集团严格落
实市三防指挥部关于做好近期连续强
降雨防御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全部
班组人员立即返岗，严防死守，保障城
市防汛安全。

为应对强降雨，珠海水控集团管
网公司早在今年2月全面启动备汛工
作，清疏排水管网，维护泵站，组织防
汛应急演练，摸排水浸点。

面对本轮强降雨天气，接到市三
防指挥部的紧急通知后，珠海水控集
团管网公司全面部署，于5月10日晚
派出抢险排涝人员、车辆和设备，驻守
在全市各水浸隐患点，严阵以待。

在水浸点蹲守的抢险排涝人员，
每小时传回辖区的排涝情况：雨势如
何，街道排水是否顺畅，采取了什么排
涝措施，进展如何……珠海水控集团
三防指挥部及管网公司负责人，实时
跟进排涝工作进展，科学调度人员、设
备和车辆，及时分析研判水浸原因，总
结工作经验，提高排涝效率。

强降雨期间，我市部分街道出现
“水浸街”现象，在抢险人员的努力下，

积水被排干，积水区域及时恢复正常
通行；对一些地势特别低，积水量大的
路段，抢险人员5月11日上午开始抽
水，有效缓解了因积水过多引发的水
浸问题。

5月11日上午8时，情侣中路城
市阳台路段出现水浸情况，珠海水控
集团立刻调配大型排水车辆到现场。
经过一系列强排措施，中午11时10
分，情侣中路城市阳台段积水退去，市
政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从5月10日开始，珠海水控集团
管网公司排涝人员就密切关注下栅检
查站的排涝状况，并派驻大型排水抢险
车辆驻守。早上雨势逐渐加大，下栅检
查站的积水状况逐渐严重，排涝人员及
时采取强排措施，在11日中午12时许
排干积水，确保交通要道畅通。

截至5月11日下午5时，珠海水
控集团管网公司累计派出巡查抢险
人员 492 人次，出动巡查值勤车辆
138车次，出动备勤排水抢险泵车23
辆，有效保障全市积水区域的清疏排
险工作顺利进行，每一处水浸点都得
到及时快速地处理，缓解了“水浸街”
现象。

前置力量提高抢险排涝效率

有效缓解暴雨期间“水浸街”现象

□本报记者 何进

“气象部门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上
午10时，珠海降下特大暴雨，过去24
小时降雨量达269毫米。”5月11日，
香洲区壮志学校306教室内窗明几
净，听着窗外的雨声，洗漱完毕后，24
岁的浙江城建公司员工陈锦涛坐在临
时庇护所的床铺上阅读着手机里的消
息。

闻“汛”而动，根据香洲区统一部
署，前山街道紧急开放了壮志学校、前
山中学、第十六小学、第二十三小学、
造贝学校、兰埔社区文体中心等8个
临时庇护所，截至5月11日21时已安
全转移安置282位居民。

保证居民吃得上热饭菜

陈锦涛是浙江城建公司的员工，
目前在大荣工业区内格力电器零部件
试制项目担任技术员。5月10日下
午5时，根据政府和项目部安排，他和
150多名同事离开临山的工地，安全
转移到壮志学校临时庇护所。

11日晚入住后，陈锦涛立马跟在
老家的亲人报了平安。“珠海下大暴
雨，他们很担心我，住进学校后我给他
们报过平安了，我在珠海很安全！”陈
锦涛说。

记者了解到，壮志学校庇护所是
前山街道规模最大、接纳安置居民人
数最多的庇护所。“我们有合适的场地
和条件协助安置居民，支持政府防汛
工作是我们的责任。”壮志学校校长张
光辉说。

“根据香洲区的统一部署，我们前
山街道社区办主要负责庇护所三方面
工作：一是后勤物资保障，保障转移人
员的三餐；二是庇护所的轮值安排，为
转移居民提供安全安心的居住环境；

三是及时掌握转移人员的数量。”前山
街道社区办主任冯梅敏说。

“今晚我们吃了虾、叉烧肉、鱼、白
菜还有紫菜蛋汤，味道很好，晚上还加
了个鸡腿。感谢政府关心我们！”来自
贵州六盘水市的沈光林、伊光珍夫妇
说道。

记者了解到，前山街道为各庇护
所安排了每餐四菜一汤加餐后水果
的后勤保障，保证转移居民吃得上热
饭菜、热汤，有足量的热水供应。不
仅如此，庇护所还为居民提供防疫物
资。前山街道还邀请了专职心理咨
询师樊春雨为庇护所居民进行心理
疏导。

防疫防汛两不误

面对暴雨，前山街道防疫工作
一刻也不放松，在各庇护所设核酸
采样点。据珠海禅城医院驻守壮志
学校庇护所的医生吴传伟介绍，根
据政府安排，医院派出4人轮换，提
供24小时服务，就近为庇护所居民
做核酸。

据前山街道福石社区党委书记张
晓珍介绍，数天前社区工作人员到辖
区低洼地段、大荣山工业区各项目工
地及暴雨临危区域进行了拉网式排
查，经过多方合作，及时通知和转移人
员，并安置到庇护所，做到“安全转移、
不漏一人”。

“目前壮志学校庇护所内开放了
16间配备空调的教室作为临时休息
室。我们严格控制居住密度，每间教
室不超过10人居住。”张晓珍说。

记者了解到，在前山街道8个庇
护所，工作人员定时消毒，所有进入庇
护所的居民都要测量体温、进行登记
和核酸检测，全力营造一个安全的庇
护环境。

“我在珠海很安全！”
前山街道紧急开放8个临时庇护所保障居民安全

金唐大队辅警合力将故障车辆推至路边。 通讯员 杨小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