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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罗汉章报道：5月 12
日上午，省委横琴工委副书记、省政府
横琴办主任，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三防
指挥部总指挥聂新平主持召开合作区
防汛工作调度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
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有关会
议精神，听取合作区相关工作情况汇
报，对强降雨防范工作进行再部署、再
落实。

会议强调，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
总雨量大，防御形势依然严峻。合作区

三防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持续保持临战状态，
把强降雨防御工作作为当前重中之重，
全力以赴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克服麻痹思
想，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咬紧牙关、坚持
到底，坚决打赢强降雨防范“持久战”。
要紧盯防汛重点，加强对低洼地带、水
库山塘、河渠海堤、深基坑工程等重点
区域动态巡查，做好水利工程的优化调
度，抢抓时机降低河渠、水库、山塘水

位，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要加强避险转
移安置，继续将“提前避让、主动避让、
预防避让”要求落到实处，坚决、提前、
果断、彻底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妥善做
好转移避险人员安全管理和生活保障，
确保危险区域人员应转尽转、不漏一
人。要前置抢险力量，结合防汛形势提
前在易水浸等区域部署抢险力量，确保
应急排涝等各类设施处于应急状态，保
障一线抢险救援人员生命安全，切实提
高应急处置效率。要进一步严肃三防
工作纪律，严格遵守险情灾情报送制

度，落实值班值守安排，强化检查督查
力度，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
责、守土有方。

会后，聂新平带队前往红旗村地质
灾害隐患点等地，检查强降雨防范工
作。他指出，连日降雨已导致土壤含水
量高，必须高度警惕，严防滑坡、泥石
流、塌方等灾害。要持续加大巡查监测
力度，第一时间做好抢险现场围蔽警示
等工作，确保把损失和风险降到最低。

合作区三防指挥部领导牛敬、叶真
参加会议和检查。

本报讯 记者王晓君报道：适逢第111个国际护士节，为感谢护理工
作者坚守初心、无私奉献，关心关爱护理人员，弘扬护理正能量，表彰在
护理工作上有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进一步调动护理人员积极
性，5月12日，由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主办，珠海市人民医院
横琴医院承办的2022年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际护士节系列活动——

“5·12”国际护士节表彰大会举行。
大会对合作区2022年优秀护士、护理先进集体及核酸采样先进个

人进行了表彰，并由参会嘉宾为获表彰代表颁发荣誉证书。获表彰护理
代表纷纷表示，今后将立足新时代、立足合作区、立足护理岗位，以最优
质的服务对待每一位患者，以实际行动保障琴澳居民健康。获表彰护士
代表陈庆维说：“未来，我和同事们将继续为患者的生命健康不懈奋斗，
为合作区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来自珠海横琴铂华医学检验有限公司的护士王家会在此次表彰大
会中获得了“核酸采样先进个人”称号，她说：“我最难忘的一次核酸采样
经历是连续工作了13个小时，因为任务重、时间紧，所以从早上8时到晚
上9时几乎没有吃饭和休息的时间，这个奖项激励我接下来更加努力地
为人民服务。”

活动现场，横琴医院为新上岗护士举行授帽仪式，由来自澳门镜
湖护理学院和珠海市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横琴医院的护理前辈为6名
护士戴上圣洁的燕帽，并带领他们进行庄严的宣誓。“我决心接过前辈
手中的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誓做人民健康的守护神……”作为
为数不多的男护士之一，横琴医院急诊科护士韦鸿作为代表参与了授
帽仪式，宣誓时的这句话让他备受鼓舞。韦鸿很早就下定决心要成为
一名优秀护士，他说：“我今年刚入职横琴医院，当看到一名又一名患
者在我和前辈们的照顾下康复出院，心中满满的成就感，今后我会继
续好好向前辈学习。”

据悉，本次活动是合作区成立后首个国际护士节系列活动，旨在弘
扬南丁格尔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并号召琴
澳两地护理工作者共同参与到守护琴澳居民健康的行动中来，共建共享
优质医疗健康服务体系，共同致力于为琴澳居民提供更加多元、优质的
医疗服务。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见习记者陈秀岑报道：本周广东各地迎来今年
以来最强持续性暴雨。5月12日，记者从城轨横琴站获悉，为防范应对
此次强降雨影响，城轨横琴站根据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公司、广州南站
的相关预警调度，全面启动防洪防汛应急响应，同时成立城轨横琴站汛
期防洪抢险小组，加强值班值守。目前，珠机城际列车运行情况为上行5
列、下行4列，运行秩序正常。

记者了解到，为防止雨水从车站出入口涌入，城轨横琴站配置防汛
沙袋250袋、防洪挡板135块、排水泵122台，以备防汛期间的应急和抢
险需要。此外，城轨横琴站临时关闭站内未开通使用的出入口以及疏散
通道口设置的21个人防门，利用人防设施最大程度阻止雨水倒灌站内。

据城轨横琴站负责人刘栋杰介绍，目前，城轨横琴站已根据实际情
况做好防洪应急准备工作，在已开通使用的1号、6号、8号出入口放置了
80余袋防汛沙袋，对6个未开通使用的出入口、9个疏散通道口安装了
105块防洪挡板。

同时，城轨横琴站安排专人密切关注车站外雨量情况，实时掌握雨
势变化和出入口积水情况，摆放防滑提示牌，组织保洁部门重点加强对
排水点位的积水清理，协调设备管理部门对漏水点位进行整治修复。在
应急抢险方面，城轨横琴站40余人在岗值守、坚守一线，加强对出入口、
疏散通道口、风亭、卫生间、电梯集水井等处防洪设备设施巡视检查。

刘栋杰表示，车站根据防洪应急预案和防倒灌预案，积极落实相关工
作，全力做好降雨期间旅客安全乘降工作，做好非正常情况下行车组织应
急处置，保持与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沟通对接，确保信息畅通，应急有备。

城轨横琴站提醒，受强降雨天气影响，请广大旅客出行前密切关注
铁路12306网站、铁路12306手机APP、车站公告等，第一时间掌握列车
开行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另外，根据地方政府要求，5月11日-13日期
间，暂停城轨横琴站6号出入口便民核酸采样点运作。

本报讯 记者钟夏报道：今年入汛以
来广东最强降雨来袭，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迅速进入防汛临战状态。大横琴集
团闻“汛”而动，听令而行，第一时间启动
应急预案，排查风险隐患，集团上下全力
投入合作区强降雨防范工作，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防汛责任，重于泰山。5月10日晚，
在全省三防工作视频会议结束后，大横
琴集团立即召开强降雨防范工作会议，
第一时间传达了省、市、合作区强降雨防
范工作会议精神，对相关工作进行动员
部署，并由集团三防办负责人带队，深入
重要区域、重点场所、重点项目实地检查
水浸隐患点，督导防汛工作落实，指导防
汛排涝工作。

一系列紧锣密鼓的行动迅速展开，

全面开启汛期临战状态，持续加大巡查
力度，消除安全隐患——

在横琴口岸综合交通枢纽区域，工
作人员当即开展防洪隐患大排查，特别
是对辖内南北平台、出境车道、出租车道
等处的易积水、漏水风险点进行重点排
查，排水沟、渠实时进行检查，强化灾害
隐患巡查排险，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
措施。工作人员提前在口岸旅检大厅及
地下停车场各出入口处摆放沙袋，在出
入境车道低洼处布置抽水泵，清掏口岸
各区域排水管沟，对横琴购口岸商业广
场处于低洼地区的车辆，通知车主尽快
挪车。

横琴科学城、横琴市民服务中心等
工程项目现场，均按照应急预案落实值
班值守，挖掘机、水泵等各种抢险设备随

时待命，室外项目停工断电，提前做好各
隐患点的排查。横琴市民服务中心项目
团队连夜提前将地下车库、靠山侧、门口
排洪渠的安全隐患进行排除，有力保障
了项目进度和下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

大横琴城资公司对横琴各路段易倒
伏树木进行排查和加固，增强抗风能力；
清理疏通雨水箅子，清理绿化带周边下
水道及排水渠杂物，确保排水畅通。储
备和投放应急抢险物资，安排人员严格
落实24小时值守，全面加强对合作区各
重点路段的巡查、处置工作，开展疏通排
水作业，为市民安全出行保驾护航。清
理垃圾、杂物，排查和处置险情隐患，及
时响应群众需求，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
障”。

为提升暴雨巡查的全面性和精准
度，大横琴集团通过自主开发的城市智
慧运营中心，24小时实时查看岛上各类
风险点情况。14组水位计、87个水质监
控AI摄像头，覆盖横琴岛上重点区域排
洪渠、东西闸和天沐河全线河道，如水位
出现异常或有人员进入危险区域，系统
可自动报警，并快速定位和通知该区域
的巡查人员进行即时处理，通过智慧调
度，为横琴防汛装上了“智慧眼”。

暴雨当前，人民至上。大横琴集团
负责人表示，将坚决贯彻落实省、市、合
作区关于强降雨防范工作的要求和指示
精神，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全力以赴做好
防汛工作，最大限度减少极端天气带来
的影响和损失，充分展现国企社会责任
担当。

大横琴集团全力投入强降雨防范工作

AI技术为横琴防汛装上“智慧眼”

同心协力守护琴澳居民健康
合作区举办2022年国际护士节系列活动

合作区2022年“5·12”国际护士节表彰大会现场。本报记者 曾遥 摄

城轨横琴站工作人员全力做好防汛应急工作。城轨横琴站供图

□本报记者 李灏菀 肖皓方

5月11日晚10时，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再次启动防汛Ⅱ级应急响应。

“前一天经历过一场大雨，新的雨势
可能会产生叠加效应，从而放大次生灾
害的破坏力。”“新的考验在今天的后半
夜，甚至还可能会更久。”“要通过我们的
努力，守住‘零伤亡’这个目标！”

11日晚，合作区三防指挥部内灯火
通明，包括省政府横琴办、合作区执委
会、驻合作区单位在内的多个部门值班
负责人均到位，新一场三防工作会议连
夜召开，新一轮巡查排查工作随即展开。

记者获悉，本轮强降雨天气以来，横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高度重视防汛工作。
省委横琴工委副书记、省政府横琴办主
任，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三防指挥部总
指挥聂新平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持续保持临战状态。

在“提前避让、主动避让、预防避让”
的工作思路下，合作区多个部门围绕在
建工地、水库山塘、社区保障、转移庇护
等重点领域会商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方案
与应急预案。11日晚，记者跟随多个检
查组前往各风险点位，见证24小时值守
的“不眠之夜”。

所有工地进入停工状态
安全隐患排查工作不间断

12日凌晨零时许，记者跟随合作区
城市规划和建设局工程质量安全和消防
管理处一组检查人员，来到了横琴口岸
二期项目工地，检查组径直走向了工地
内的基坑区域。中建二局横琴口岸项目
部F区生产经理刘怡介绍说，“现在工地
内一共有30多台水泵在基坑待命，随时
可以使用。”

在前一天中午，工地附近迎来了当
天雨量的峰值，工地内F2-5区域的基坑
雨水最高积累了60厘米。刘怡回忆说，
当时工地内好几台泵机开足马力往外抽
水，在停雨后的15分钟就把基坑内的积
水全部排空。

检查组成员吕慎明介绍道，如果基
坑排水不畅、基坑支护浸泡时间过长，将
导致坍塌事故的发生，“既存在严重安全
隐患，也影响施工进度。”

据介绍，F2-5区域完成建设后，未
来将用作横琴口岸出入境客货车的查验
场。

据悉，此轮强降雨期间，合作区城市

规划和建设局一直保持高频次巡查排
查，从5月10日晚至5月12日早间，累
计组织安排46人对建筑工地开展巡查
工作。目前，所有工地均处于停工状态，
未收到异常情况报告。

合作区三防办工作人员表示：“三防
工作不在于补救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
而在于灾前的事先预防。”

此前，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已
排查区域内全部107个在建工地，督促
落实停工停产和防御工作，并要求加强
值班值守，时刻做好生活区域人员转移
的准备。其间，该部门梳理排查了深基
坑风险12项、山体泥石流风险1项、山体
隧道1项、办公区水浸风险1项、生活区
水浸风险3项、施工区水浸风险2项，均
已完成落实整改。

此外，该部门还组织管养单位落实
水利设施值班值守，巡查6个村居泵站、
2个东西水闸、4个水库以及1个山塘，保
障人员正常在岗、设备正常运行。

“值班值守”+“群测群防”
“综合药方”保障村居防涝

当天凌晨，记者经过横琴大道辅道
时，在靠近三塘村外围的路段看到，多辆
私家车一字排开靠右停放，一直延伸至
村庄入口处附近。在车流末尾的公交
站，一辆亮黄色的排水应急卡车正在待
命。此时，合作区三防办组织的巡逻组
正逐一排查沿线各村的临险点位。

记者从合作区三防办获悉，由于横
琴下辖的9条村落标高较低，低洼地段
较多，强降雨天气期间易出现内涝现
象。与此同时，数个村庄靠近山地，防范
暴雨产生的地质次生灾害属于应急响应
期间相关部门重点关注的工作内容之
一。因此，合作区三防办及联合值守单
位为横琴村居三防工作开出了一道综合

“药方”。
落实水利设施防御需要充分发挥水

库山塘和天沐河的调蓄作用，低洼地区
的积水方能及时排出。合作区三防办工
作人员表示，横琴区域内的这些水体在
大雨来临前已完成释放库容、提升容量
的工作，降雨期间均保持低位运行。

根据过往的工作经验，针对地质灾
害点的防御工作离不开值班值守和群测
群防，所有风险信息传导到基层一线的
路径必须“快”而“准”，让群众第一时间
规避风险和损失。

目前，省政府横琴办社会事务局按

照“三个联系”（临险人员转移区联系社
区、社区联系居民小组、居民小组联系
户），已打通了4个社区和9个居民小组
联系机制。10日启动应急响应后，已根
据实际情况开放了应急避难场所8个，
暂无人入住，转移低洼地临险人员42
人。

此外，合作区三防指挥部提前在三
塘村、深井村、向阳村、旧村、银鑫花园等
重点易积水区域预置应急排涝设备并安
排专人值班值守。本次防汛应急响应期

间共预置抢险人员157人次、移动泵车
11台，启动泵站泵机21台次。

为避免水浸内涝带来财产损失，合
作区公安局根据以往经验，安排警力协
助相关部门完成车辆转运工作。据了
解，目前上村、下村、向阳村3个水浸风
险点已转移800余辆车辆。该局交巡警
部门已于 10日至 12日启动了一级勤
务。交巡警102名警力全员在岗执勤，
保持24小时通信畅通，为发生紧急险情
时开展应急处置预备了充足警力。

闻“汛”而动，他们彻夜守护横琴
——合作区启动防汛Ⅱ级应急响应三防工作人员值守纪实

5月12日凌晨，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工作人员巡查建筑工地。

横琴三塘村外围排水应急车正在待命。本报记者 曾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