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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应急防汛应急““一键启动一键启动””
我市全力以赴应对又一轮强降雨,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讯 27日至28日，梅雨期第
三轮强降雨如期而至。昨天 13时 30
分，无锡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15
时30分，省水利厅发布太湖洪水蓝色
预警。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提醒
各地各级加强应急值守，做到“第一时
间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并告知市
民无需过多担忧，当前汛情仍在可控范
围内。

27日，宜兴地区暴雨，其他地区中
到大雨，最大点雨量善卷83毫米。28
日8时至12时，无锡市区中到大雨，局
部暴雨，最大点无锡南门达53.2毫米，
城区雨量42.8毫米，宜兴5.2毫米，江阴
21.9毫米。由于之前两轮降雨，河湖库
基础水位较高，无锡站、洛社站、青阳站
及太湖水位相继超警。

汛情就是命令！昨日中午，市防指
迅速召集水利、气象、水文部门紧急会
商，进一步部署防汛工作。科学调度城
市防汛工程，合理安排洪水出路，运东大
包围控制运河沿线开机台数，优先北排
和东排，减轻大运河防汛压力，开机量由
最早北兴塘、九里河、伯渎港共4台机
泵，到12时严埭港、利民桥分别开机3
台、2台，九里河、伯渎港分别增开1台机
泵。这样，排涝流量增至165立方米/
秒。

雨势急，再加上上游来水迅猛、下游
高水位顶托，河湖水位进一步抬升。防
汛应急手段也随之升级。11时25分，
市水利局发布锡澄运河洪水蓝色预警。
12时，除宜兴外，其他地区主要河道水
位均超警戒，其中大运河无锡站 4.31
米，超警戒0.41米。13时，省水利厅发
布苏南运河无锡段洪水蓝色预警。13
时30分，我市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
14时，太湖平均水位上涨至3.81米，超
警戒水位0.01米，水位仍呈继续上涨态
势。15时30分，省水利厅发布太湖洪
水蓝色预警。

我市各地在根据水情雨情加强排水
调度的同时，加强巡堤查险力度。在宜
兴横山水库，防汛值班人员小韦从8时
多就和同事一起巡查坝墙。“虽然水库
水位离汛限水位还有 3米，但由于还
可能有强降雨，我们要加强巡查、及早
应对。”他说。他们对防渗用反滤设施
是否运行正常、坝体上是否有表面渗
水现象等都要仔细查验，确定无误后
才继续前行，巡查一遍花了 2个多小
时。涝水东排使锡山区排涝压力加
大。区防汛办除了 24小时值班人员
比以往增加一倍，还及早通知各部门
和街道（镇）、社区（村）防汛队伍，仔细
巡查堤防，每一段都要认真查看，有裂
缝、渗水、挡墙倾斜等问题的第一时间
应对处置。此次雨量最大、地势较低
的梁溪区，一早就通知各防汛队伍，要
针对易积水路段确保第一时间调度临
时泵、沙袋等防汛物资、车辆，及早解决
问题。至15时左右，10余个路面积水
问题基本解决。

市水利部门提醒社会公众密切关注
水情雨情变化，及时做好洪水防御和避
险减灾工作。对于一些市民“山雨欲来
风满楼”的担忧，他们表示，我市前几年
已成功防御新中国成立以来5.32米超
历史水位，这几年市里和各板块也加大
了险工隐患查巡整治、河道清淤整治等
力度，防御机制在完善，应对恶劣天气的
防御力量不断加强，将全力确保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朱雪霞）

▲ 昨天上午，清名二村大面积积水，管网改造施工部门工作人员“蛙人”下沉到窨井内，把总阀门打开，增大
窨井管线总排水量，积水迅速退却，保证了居民的正常生活。 （朱焱 摄）

本报讯 昨天上午，在瞬时
雨量最大时段，运河东路市航道
管理处门口七八分钟内积水即达
到10余厘米。市市政设施建设工
程公司的道路养护团队赶到现
场，打开道路窨井盖加速排水，并
启动水泵抽水排入运河，随着雨
势渐小，地面积水也很快排除。

从无锡市政设施处了解到，
我市道路应急队伍自昨晨6时起
即开始应急巡查，对各市管道路、
高架桥在暴雨中的即时运行状况
进行巡检，在雨量过大时对部分
点位打开井盖辅助排水。春申
路、金石东路等易积水点也及早
布置了应急设备、应急队伍进行
定点值守。各市管道路、高架桥
梁通行顺畅，未发生大面积、长时
间积水现象。

强降雨造成我市水位持续上
升，无锡照明管理处也对涉水设
施、配电设施、地下配电间加强了

巡查。据悉，在前期关闭市区沿
河、沿湖10处照明设施的基础上，
昨日又有5个临水配电设施关闭，
涉及蠡湖景观带、渤公岛展示馆、
蠡湖大桥公园、金城湾北岸景观
照明等。

另据城管部门工作人员介
绍，当天共组织作业班组，对中南
西路、渔港路、隐秀路等一批路段
的积水问题进行了应急排除。上
午10时，隐秀路一处建设工地附
近路面出现大面积积水，积水深
度近20厘米。市政养护人员到场
检查收水井口、打开雨水井盖后
发现，雨水将道路上的垃圾、树叶
和泥土冲到了井口和管道里，造
成井口堵塞、管道淤积。滨湖城
管市政养护处迅速调来管道疏通
车，对雨水管网内的垃圾进行了
快速清理。管道疏通后，路面积
水迅速排除。

（朱冬娅、范绪锴）

迅速排除问题市区道路

本报讯 昨天上午，市交通运输局公路
部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在几处积水严重的
国省干道路面，养护抢排人员冒雨开展抢险
作业，保障公路畅通。据了解，自入汛以来，
公路部门共出动巡查、抢排人员4900余人
次，出动车辆、机械设备1700余台次，并利用
晴好天气及时修补沥青路面达1500余平方
米。 （顾庆赟 图文报道）

图为锡虞路排涝抢险。

国省干道冒雨抢排

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市殡葬管理
处了解到，根据《无锡市殡葬服务市场专
项整治实施方案》相关部署，下一步我市
将开展专项治理行动，并联合相关部门
开展联合执法，其中包括全面禁止礼炮
车服务。

据了解，今年初，市文明办向全市各
单位和全体市民发出十条改陋习、树新
风的文明倡议“锡十条”，倡导“婚丧喜事
一律从新、从简，不大鸣大放、铺张浪费，
维护公序良俗”。不少市民纷纷为治理
行动点赞，在网上留言“全力支持”“安全
隐患，源头治理”“倡导文明，拒绝陋习”
等。 （张子秋）

殡葬礼炮将全面禁放

本报讯 “报告值站，胜利门
下沉广场区域发生洪水倒灌，水势
较大，请求立即前往现场进行应急
抢险……”27日下午，在胜利门下
沉广场，随着一声哨响，无锡地铁防
汛演练开始，像这样的演练入汛以
来已经成为常态，应对今年汛期暴
雨多、雨势猛，无锡地铁将“关口”前
移，订制防汛预案，开展应急演练，
杜绝“老问题”重现。

昨天一早，几个小时强降雨
后，地铁站内情况如何？记者在
三阳广场站监控大屏上看到，1号
线各站点内乘客井然有序，列车
进站时间也未受暴雨影响。三阳
广场站务二中心二支部副书记黄
鹂琛的手机微信群里一直跳动着
各个站区内的防汛动态，华清大
桥站无雨棚出口实时画面、火车
站出口站外垂直电梯运行良好
……不到2分钟，防汛动态群里就
跳出了30多条实时信息。

三阳广场站站长杜小军介

绍，今年汛期雨量大，站区下沉广
场、车站出入口，特别是部分车站
无雨棚及地势较低的出入口，消
防疏散通道口、站外垂直电梯、站
外电扶梯、高架站站台，场段低洼
处都是以往容易出现雨水倒灌、
积水的部位，在今年汛情防控中
都被列为重点“盯查”对象。“针对
各站点情况设置不同的防汛应急
预案，沙袋、防洪挡板、抢险分队
人员提前安排到位，杜绝能预知
的险情发生。”

地铁在建工地主体施工都在
地下，排水尤为重要。昨天上午暴
雨后，地铁4号线土建02标项目部
基坑并无积水，据悉，为保证水泵
抽的水能排出去，地铁集团在汛期
前已联合市政部门对工地周边地
下排水管网进行检查，避免连续排
水后管网被淤泥堵塞。昨天，无锡
地铁1、2号线所有站点运行平稳，
192个在建项目未出现积水、倒灌
等险情。 （孙倩茹）

防汛关口前移无锡地铁

题图 昨天上午，市民在暴雨中出行。
由于雨水管道不畅，通扬路局部出现短时间
积水。 （卢易 摄）

图为市政道路养护队处置金城西路积水。 （朱冬娅 摄）

本报讯 昨起，全市近1200
个工地开启汛期常态化模式，防
汛责任落实到项目，各项防汛应
急措施可“一键启动”。

昨天上午10时许，暴雨断续
突袭近5个多小时，在凤翔路快速
化改造项目02标工地上，12台自
动感应抽水泵正在从各桥墩坑位
里往外抽排水，暴雨不停，但工
地各大小基坑内均没有积水，

“今早已临时停止所有户外作
业，防汛应急安排提前一天已发
到建设单位项目经理群中，他们
再通过各工地微信群传达给每
位工友。”该标段项目部经理告
诉记者，汛期期间，工地设立了
人员、设备、物资防控“矩阵”，只
需微信群里一个“指示”，各项防
汛举措都能一步到位，保证恶劣
环境下基坑、围挡、脚手架和高处
作业万无一失。

“一键启动”防汛措施，确保
及时高效应对汛情。昨天上午11
时，雨暂歇，刚经过暴雨冲刷的经
开区某公共建筑施工现场，地面
比工地外还要干爽，基坑内没有
积水，水泵已暂停工作。“工地地
面硬化后两侧预留了排水漕，基
坑内低洼处积水超过5厘米，水泵
会自动开始抽水，重点积水部位
汛期前已布局好。”项目部经理介
绍，防汛人员配置也是“一键启
动”，项目部成立了防汛应急小
组，组长随时关注微信群防汛动
态，群里有指令，组长领任务并部
署队员工作，要求防汛人员24小
时随时闻令而动。

据悉，市住建部门牵头的汛
期“拉网式”排查将随时抽查工
地，对基坑、塔吊、生活区等设施
一旦发现防汛“漏洞”，将立即责
令停工整改。 （孙倩茹）

设立防控矩阵建筑工地

本报讯 梅雨昨天强势来
袭。凌晨5时，暴雨降临锡城，从
8时至11时，各地降雨不断，下
午才明显减弱。今天白天，阴有
阵雨或雷雨转多云，最高气温约
30℃,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
风力较大。

昨晨，无锡市气象部门先

后发布雷暴黄色预警、暴雨黄
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信号。
昨天 0时到 13时，无锡市区平
均累计降水量达到 43.5 毫米，
江阴 58.8 毫米，宜兴 61 毫米。
全市85个雨量监测站点中，有
52个站点雨量超过了50毫米，
已经达到暴雨量级，最大雨量

出现在宜兴的屺亭街道，达到
了89.3毫米。

预计明天将会有短暂停歇，
不过7月初仍多降雨天气过程。
未来几天气温总体变化不大，最
高气温 31℃左右，最低气温在
22℃到24℃之间徘徊。

（殷星欢）

梅雨强势来袭 未来仍多降雨

上接第1版>>>
接地气、聚人气、鼓士气的朗诵

会提振金融系统党员队伍精气神，亦
折射出红色党建“跨界融合”的活
力。今年来，无锡“融·媒+”党建联盟
创新活动形式，把战斗堡垒建在“融”
上，让金融系统中心工作更深层次融
合到地方抗疫防疫、复工复产、扶贫
攻坚“一盘棋”中，陆续开展了意识形
态专题培训、道德讲堂等活动，不断
释放金融系统“红色引擎”强劲动力。

共建共享，让核心价值更“聚
粉”，让主流声音更响亮。自联盟成
立以来，金融机构与主流媒体以“融·

媒+”党建为纽带，进一步讲好无锡
金融故事，擦亮无锡金融品牌。依托
无锡日报报业集团的品牌影响力、媒
体传播力和用户覆盖力，通过“金
融+媒体”模式，联盟发起单位在内
容共享、活动策划、业务探讨、经验分
享等方面为联盟成员搭建桥梁，打造
了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
争力的品牌活动和媒体作品，壮大了
主流思想舆论阵地，进一步提高新闻
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江苏银保监局一级巡视员谭震
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袁飞参加活
动。 （刘杨）

融合发展，跨界“牵手”奏强音

上接第1版>>>“是什么卡住了桥墩
的下沉之路？”这一下子急坏了大
桥建设者。时隔两个月，大桥项目部
总工程师李军堂听人建议，不妨到无
锡找研究深水探测的七〇二所试
试。“很快，难题得到了解决，深潜器
发现江底确有许多障碍物，大部分是
古代的沉船船板、几近碳化的树木，
为沉井基础施工突破了瓶颈。”

走在大桥上，映入眼帘的一根
根拉索组成两个偌大的“三角形”，
牢牢地“拉”住桥面，最高处相当于
100层楼。“这座大桥是公铁两用桥，
荷载重量大，对斜拉索要求非常

高。”李军堂表示，早在2010年大桥
可行性研究阶段，指挥部就找到了
无锡企业法尔胜泓昇集团。经过长
达4年的研发，法尔胜联合合作单位
找到了最好的材料配方和材料工
艺，最终生产出了直径7毫米的“最
硬”钢丝。法尔胜泓昇集团总工程
师薛华娟表示，2000兆帕的强度刷
新了国内斜拉索承载力纪录，达到
世界领先水平，单根斜拉索可吊起
近1000吨重量，相当于600多辆小
汽车。

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作为国家
“八纵八横”高铁网中沿海铁路大通

道的咽喉工程，无异于打通了沿海
铁路的“任督二脉“，将为长三角一
体化注入活力。“大桥是公路、高铁
和客货混线‘三合一’的过江通道，
实现了‘人畅其行，货畅其流’一举
多得的功效。”大桥建设指挥部常务
副指挥长张贵忠说，穿桥而过的通
沪铁路未来可以承载双层集装箱列
车，上了通沪铁路就等于上了全国
铁路网，无锡的货物也可以搭上这
趟“快车”。“还有一条经过大桥的通
苏嘉甬高铁设计连通江苏、浙江，它
的开通也将进一步加强无锡与浙江
之间的联系。”（顾庆赟 图文报道）

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刻上无锡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