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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马鞍山市公安局召开党委
扩大会议，传达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防汛
抗旱指挥部会议精神。会议传达了中央、
省、市领导关于防汛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和要求，集中学习了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
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相关内容，并就全市
公安机关做好当前防汛工作提出具体要
求，即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实行高等级勤
务，随时做好应急处置各项准备工作，确
保时刻有充足力量应对突发情况。要全
力配合党委政府，全力协助做好防汛应急

处置各项工作，安全转移撤离受灾群众，
组织参与开展巡逻查险，组建防汛应急处
突力量，确保一旦党委政府需要，公安机
关能够第一时间拉得出、顶得上、打得
赢。要密切关注社会稳定，密切关注社会
面治安动态，认真排查化解涉安置点矛盾
隐患，坚决维护防汛期间社会稳定。要加
强自身安全防护，进一步加强公安机关内
部安全防范措施，严防发生内涝灾害以及
漏水漏电等安全事故，提醒一线民警注意
做好自身防护，避免发生意外。

连日来，含山县域内多条河流超警戒水
位，部分乡镇发生内涝。7月 19日，含山县
公安局民警紧急出动，趟着齐腰深的大水救
援被困的儿童妇女，肩扛手抬救出骨折无法
行走的老人，全力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冯善军 黄政

近期由于持续的强降雨，和县多地遭受
洪灾，位于江心岛的郑蒲港新区白桥镇陈桥
洲的江水水位暴涨，发生群众被困险情。危
急时刻，7月17日，和县公安局白桥派出所民
辅警奔赴抗洪一线，挨家挨户搜索排查，转移
群众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确保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 马路路

面对汛情，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花山公安分局杨家山派出所民警一直
坚守在小黄洲码头，全力防汛抗洪。近日，
民警在执勤中调解了一起矛盾，化解了一
次危机。

7 月 13 日 10 时许，一位在小黄洲上种
树养鸡的张姓老人因担心其财产受到损
失而要求过江前往小黄洲照料家禽。因
小黄洲属汛情严重地区，码头执勤的工作
人员和民警了解后，立即对老人进行了劝

阻。但老人执意过江，并称如果不给过就
要跳江。

执勤民警轮番劝说，但老人依然情绪激
动，为确保老人生命安全，民警只得先将老人
带离现场。为了能让老人能彻底放弃前往小
黄洲的想法，民警将老人的儿子接来一起劝
说，最后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老人情绪平
复。随后，民警又不辞辛苦地将老人送回家
中，成功化解了此次危机。老人家属对民警
的工作表示感谢。

受连续强降雨影响，马鞍山市采石矶
景区水位激增。7月20日，雨停后的滨江公
园景区周边出现少量市民游客，雨山公安
分局紧急调配警力在围栏沿线进行不间断
巡查，结合喇叭播放、设立安全警示牌等方
式做好汛期景点防溺水工作。 陈稷沣

7月 18日，博望公安分局博望派出所石
臼湖大堤巡堤小分队巡查至永和村地段时，
发现一名老汉正冒雨推着一辆电瓶三轮车
艰难前行，车上还载着他的孙子。

面对身处困境的爷孙两人，巡逻民警并没
有简单劝离了事，而是先联系三杨村防汛值班
室的工作人员安排就近给电瓶车充电，再用警
车送一老一小到值班室用午饭。离去时分，老
人对巡堤民警的帮助感激不已，民警的举动在
大雨中渲染出了一片暖意。 王超

近期，雨水天气造成水位上涨，薛家洼沿
线江水居高不下，为切实做好沿线防汛防洪
工作，楚江公安分局陶庄派出所结合汛情实
际，扎实开展防汛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检查中，民警对沿线内土质疏松、易渗
水、易管涌等地势较低的汛期隐患点进行排
查梳理，确保平安度汛，同时联合蓝天救援队
对防汛救生设备开展检查工作，对近期所使
用的救生衣、救生艇等器材进行检查、维护，
确保救生设备功能正常，随拿随用。 汪斌

受长江洪峰和近期连降暴雨、与长江
相连的采石河水位高涨的影响，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境内的采石河河堤险情不断。经
开公安分局闻“汛”而动，主动请战，抽调各
部门迅速组建“防汛突击队”。7 月 17 日，
根据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防汛救灾工作安
排，经开公安分局“防汛突击队”一行 20

人，奔赴采石河，进行巡堤查险，筑起钢铁
长城，护百姓平安。 许文涛

7月19日下午3时，面对异常严峻的防汛
形势，高新公安分局启动防汛应急相应预案，
火速集结 30名民警辅警奔赴防汛抢险第一
线，全力以赴投入到抗洪抢险救援中。全体抗
洪队员和当地群众一起运材料、背砂石，抗洪
筑堤，身先士卒冲在最前线，围堵涵洞渗漏。
经过6个小时的艰苦奋战，河岸边筑起了一条
长约500米、高约1米的“防汛安全墙”，保障了
辖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吴子扬

7月17日上午，当涂县护河镇突发暴雨，护河派出所民警提高警惕，外出巡查，在巡查至桃
花村一处居民住处时，发现现场有数名被困群众，其中包括一名襁褓婴儿。居民家门口水深且
急，护河派出所警员来不及顾及自身安危，立即利用绳索救援，在现场群众协同帮助下，成功将
被困人员救出。 卫学超 陈荣摄

——马鞍山市公安机关全力以赴打响防汛抗洪攻坚战持久战

为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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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正在紧急转移受灾群众

检查救生艇

警车护送爷孙

民警正在劝阻靠近警戒围栏的儿童

巡堤查险

民警、辅警用绳索救助婴儿和群众 堤坝抗洪

大水中救援被困群众

当涂县公安局巡防大队民警、辅警组成抢险突击队驾驶橡皮艇前往实施救援，转移被
困群众。 卫学超 摄

长江南京段水位终于降了
截至昨天全省仍有43站水位超警超保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
者 陈彦）在连续四天刷新长江南
京段最高潮位后，肆虐的洪水终于
有些累了。昨天，长江南京段水位
始终在10.2米以下运行，多少让
大家看到了平安度汛的前景。不
过，由于上游来水、天文大潮以及
原有水位顶托，当前我省汛情依然
严峻。截至昨天，仍有28条河
（湖），共计43站水位超警超保，主
要分布在太湖、沿江、秦淮河、固城
湖、石臼湖、水阳江、滁河等地区。

昨天的南京依旧迎来降雨天
气，只不过仅是上半夜和中午时分
稍有雨点露头，具体集中在城市的
中北部地区，以分散性的雷阵雨为

主，雨量小雨。从7月21日8时
到22日8时南京累计雨量（毫米）
为：主城区：0.1-2.9，六合：0.2-
1.0，浦口：0.1-1.1，江北新区：
0.1-0.4，江宁：0.2-2.8。

长江南京段水位在昨天一早
就显出颓势，上午8时，长江南京
站水位10.03米（警戒水位 8.70
米），虽然还是超警戒1.33米，但
已是近一周的新低。此后，随着江
潮到来，水位有所反复，不过始终
在 10.2 米以下。截至昨天 15
时，长江南京站水位10.16米（警
戒水位 8.70 米），超警戒1.46米；
水阳江水碧桥站13.17米，超警
戒2.67米、超保证0.37米；石臼

湖蛇山站12.57米，超警戒2.17
米，超保证0.05米；秦淮河东山站
10.33米，超警戒1.53米，今年
以来最高水位达到11.04米（7月
18日）；滁河六合站9.59米，超警
戒1.39米；滁河晓桥站10.90
米，超警戒1.40米；固城湖高淳站
12.30米，超警戒1.90米。

具体到全省水情，长江干流
大通流量昨天略有下降，太湖
水 位 较 前 日 最 高 下 降 0.02
米。苏南运河丹阳以下依旧全
线超警，但幅度稍减；长江支流
的石臼湖水位复涨，较前日上
涨0.22米。滁河、秦淮河水位
继续回落。固城湖、水阳江水

位基本维持。全省共有 28 条
河（湖）、43 站水位超警超保，
主要分布在太湖、沿江、秦淮
河、固城湖、石臼湖、水阳江、滁
河等地区。

昨天上午9时，省水利厅将
淮河江苏段洪水预警升级为黄
色。当前，长江南京段、太湖、石
臼湖维持洪水红色预警；长江江
苏段（不含南京段）、秦淮河、苏南
运河无锡段、固城湖维持洪水橙
色预警；苏南运河常州、苏州段和
滁河江苏段维持洪水黄色预警。
据气象部门预测，23日，沿江苏
南地区小到中雨，局部大雨，防汛
依旧在路上。

盐通高铁
新建三站封顶
预计年底通车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
者 陈彦）前日，随着盐通高铁大
丰站站房主体结构最后一车混凝
土浇筑完成，该线路沿线的大丰、
东台、如皋南三座新建站房混凝
土主体结构全部完成封顶，进入
下一步钢结构网架及装饰装修工
程，为今年年底全线通车奠定了
坚实基础。

建设中的盐通高铁北起徐盐
铁路盐城站，南至沪苏通铁路南
通西站，正线全长156公里，设
计时速350公里，全线设盐城、
大丰、东台、海安、如皋南、南通西
6个车站，其中新建大丰、如皋南
2座站房，拆除新建东台站站房。

苏北铁路工程建设指挥部指
挥长汪永平告诉记者，为把每一
座站房打造成区域新地标，建设
单位组织开展了站房装修深化研
究，深度挖掘地域特色文化元素，
按照从广场看景观、从站台看景
观、从列车进站三个维度看景观
的角度，精心打造一站一景。针
对中国麋鹿之乡的特点，提炼了
鹿鸣天下、丰泽港城的大丰站站
房文化主题；从湿地、滩涂的地理
特征提炼出“水绿东台”的东台站
设计主题；用“如皋如歌、长来长
寿”的主题展现如皋作为世界六
大长寿之乡之一的长寿文化。

根据计划建设进度，盐通高
铁将于本月底前完成轨道正线铺
设任务。铺轨作业完成以后，将
会对轨道进行精调，后续还将进
行常规的静态验收、联调联试等
工作。

记者了解到，盐通高铁通车
后除本身与徐宿淮盐高铁、沪苏
通铁路共同构成京沪高铁南段的
重要辅助通道外，今后还可以连
接徐宿淮盐、通苏嘉、沪苏通等铁
路，形成华北、西北地区与长三角
地区联系的便捷运输通道，舒缓
京沪高铁徐州至上海区段的运输
压力。与此同时，由于其南段的
沪苏通铁路已开通运行，如果盐
通高铁在年底实现通车，等沪苏
通铁路二期建成通车后，我国东
部沿海地区的高铁通道在补上江
苏段缺口后，将成型大半，让渤海
湾、长三角、珠三角等重要的城市
群实现高铁连线。

晨报讯（通讯员 王静 孙逸
飞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陈
彦）经常从绕城往返南京西南片
区的市民会有感受，顺接宁马高
速拓宽项目和油坊桥互通改造
的那一段是最堵的一程。其中，
秦淮新河大桥段在导航地图中
经常会显示褐红色。昨天上午，
随着秦淮新河大桥扩宽项目右
半幅桥面进行最后一次的沥青
摊铺，这处绕城公路上的瓶颈将
在下月实现半幅通车，由目前的
双向四车道变为双向6车道，极
大缓解路段拥堵。

建于1994年的秦淮新河
大桥位于绕城公路西南，油坊桥
互通和刘村互通之间，是主城连
接岱山、板桥、马鞍山方向的主
要通道。项目拓宽的最终方案
确定为原桥拆除拓宽重建。“整
个桥体由84块钢箱梁组成，最
重的达65吨，尺寸长21.5米。

如何在加快施工进度同时尽量
减小对现状交通的干扰，减少跨
河涉水施工时间是主要施工难
点。”宁马高速改扩建工程（油坊
桥至刘村互通段）指挥长陈小宁
告诉记者。不仅如此，新的大桥
桥梁跨径也由原来的30米提升
到100米，所带来的是直接让秦
淮新河航道等级从6级提升到3
级。换言之，通航的船舶吨位实
现从百吨向千吨的质变。

重建后的秦淮新河大桥全
长 924 米，主桥总用钢量约
6100吨。大桥采用双向十车
道设计标准，主桥单幅桥宽
24.15米，为国内同类桥梁之
最。加上两侧分别设置的2条
应急车道，等于说新的秦淮新河
大桥实际具备双向12车道的
通行能力。不过，目前该大桥仍
处在建设期，即将在下月开放通
车的是其中半幅双向六车道。

禄口T1航站楼下周启用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

记者 陈彦）自2014年7月暂
停使用的南京禄口国际机场
T1航站楼下周就要回来了！
记者昨日提前对T1航站进行
了探访。

始用于 1997 年的南京
禄口国际机场T1航站楼是南
京的地标建筑之一，其寓意
“扬子江波浪”的屋面造型和
室内“梧桐枝丫”建筑风格曾
是众多南京市民引以为傲的
地方。虽然T1航站楼实施了
全新的扩建，但依旧很好地保
持了原有的建筑特色。东部
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南京禄口
国际机场T1航站楼改扩建办
公室常务副主任潘一平介绍，
改扩建保留了原主楼的全部
结构，通过建筑檐口造型和室
内吊顶灯方面大胆创新，在不
破坏原有风格的基础上更加凸
显出新地标的崭新形象。比如
主楼正中间的一组天下文枢的
牌坊，既结合了秦淮风光的展
示，还设置了由多块互动屏组
成的新媒体交互体验方式。

“智慧出行”是T1航站楼
改扩建的关键词。T1航站楼
投用后，将提供30台自助值

机，10台自助行李托运，9台
安检自助验证的智能配置，4
个支持人脸识别的自助登机
闸机，从进入航站楼到最终登
机，市民可以做到全流程的无
纸化操作。旅客的“方便”问
题也被赋予了“智慧”。在航
站楼内，随处可见“公厕引导
系统”大屏，上面实时显示了
女洗手间与男洗手间的可用
坑位、湿度、温度、空气质量以
及前往路线，让旅客连如厕问
题都能做到“一目了然”。

T1航站楼行李系统是全
新改造建设，使用的是北京大
兴机场“同款”，实现行李进开
包间之前的全程跟踪；安全行
李从办票岛值机到离港转盘
平均仅用4分钟。T1航站楼
改扩建办公室设备部部长王
喜明透露，T1航站楼的分拣
机时速可以达到两米每秒，换
句话说就是6000件每小时
的工作效率。据悉，在T1航
站楼投用后，南京禄口国际机
场将成为拥有4F级飞行区、2
座航站楼、2条远距跑道的区
域综合性机场，实现满足年旅
客量超过5000万人次的保
障需求。

秦淮新河大桥
下月半幅通车

主楼正中间的一组天下文枢牌坊。 机场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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