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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琼）省水利厅
25日20时发布长江江苏段洪水蓝
色预警。

7月25日，长江镇江站高潮位
7.39米，超警戒水位0.39米；江阴站

高潮位6.33米，超警戒水位0.43米；
天生港站高潮位6.12米，超警戒水
位0.52米。省水利厅提醒影响区域
各级政府及各有关部门组织做好防
汛工作；社会公众注意避灾避险。

我省发布长江江苏段
洪水蓝色预警

□ 本报记者 盛峥 钱飞 董鑫 马薇
董翔 李源 汪滢 徐超 张文婧
范玉贤 李仲勋

7月25日中午12时，今年第6号
台风“烟花”在浙江舟山普陀沿海登
陆，对我省部分地区造成的影响逐渐
显现。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兵分多
路赶赴防台一线，直击各地以最充分
的准备和最有力的措施迎战“烟花”，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严阵以待，全力以赴做好应
急准备

25日8时29分，苏州发布台风橙
色预警，并于10时起将防御台风应急
响应提升至Ⅱ级。根据预测，此次台
风将对苏州有严重影响，有可能成为
历史上7月影响苏州最严重台风之
一。自7月 22日起，苏州就行动起
来，抢抓台风到来之前的宝贵时间，部
署各项防御措施。

辖区河湖水位动态信息、城市易涝
点与隧道实时监测、台风运行轨迹……
在苏州市水利水务信息调度指挥中心，

“智水苏州”大屏幕上不断更新着防汛
防台情况。这一平台实现了气象、水
文、住建、城管、交通、应急、轨交等部门
的数据共享，整合了全市126个水位站
数据、城区主次干道上近500路视频以
及22座下穿立交、长江闸站的视频监
控，成为苏州迎战“烟花”的“硬核利
器”。苏州市水利水务信息调度指挥中
心副主任田晨介绍，系统可以对台风带
来的影响进行及时预警、快速应对，大
大提高了城市防汛防台的应急响应能
力。目前，苏州全市29支国家消防救
援队伍、84支地方专职消防队伍及199
支其他各类防汛抢险队伍已进入“战时
状态”，超过2.6万余人随时待命。

“烟花”步步逼近，全省各地层层
压实防汛防台责任，并且用好“人防+
技防”，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堤坝”。

“打好防汛抗台硬仗，做好当前疫
情防控工作，市委号召，全市42.83万
名党员紧急行动起来，迎难而上、冲锋
在前，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让党旗
在一线高高飘扬。”25日，无锡发出倡
议书，号召全市党员做好防汛防疫“排
查员”“示范员”“宣传员”“战斗员”“服

务员”，践行初心使命、认真履职尽责，
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站在镇江海事局指挥中心眺望长
江江面，行船寥寥，指挥大厅内，值班
电话响声不断，值班员们严阵以待。
镇江海事局指挥中心工班长祁亚川在
监控屏幕上发现江面仍有小型船舶航
行，立即抓起桌上的电话接通六圩指
挥分中心，让现场对出河口船舶进行
劝阻。受台风影响，长江镇江段江面
风力渐大，根据防台应急预警方案，镇
江海事局严格管控，80米以下小型船
舶停航。

在兴化交投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
司里，工作人员正紧盯兴化市公务用
车运营平台。兴化市交通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桂堂介绍，所有车
辆及工作人员24小时待命，各单位部
门应急用车可先使用后申请。同时，
为了防止市民因乱停车导致后街背巷
堵塞，影响应急救援车辆的进入，兴化
交投停车场建设有限公司决定，自7
月25日晚8时到7月27日早8时，由
该公司所辖的收费地面公共停车场和
收费路段，全部免费向市民群众开放。

科学研判，腾出库容确保河
湖安澜

台风来袭，沿海、沿江、沿河、沿湖
等重点区域极易形成大风大浪，为避
免强降雨带来河湖水位快速上涨并超
警、水库水位超汛限，各地通过科学监
测研判，进行预降水位腾出库容，为降
雨留出“提前量”。

25日11时，南京将全市防台风
应急响应提升至Ⅱ级。江宁区在当前
中高风险区、核酸检测点、封闭小区等
点位加派人手，做好防涝除涝保障。
此外，29座小型水库提前将水位预降
在汛限以下20厘米，全区最大的赵村
水库水位则预降在汛限以下50厘米，
充分应对降雨带来的水位上涨。所属
各街道人员在河道边和堤防上严阵以
待，加强巡查频次的同时，对重点部
位、薄弱地段等实行24小时人员值
守。地处南部丘陵山区的高淳，容易
出现山体滑坡等险情。高淳区水务局
副局长周伟介绍，该区已提前做好河
湖库预降、腾空工作，用来提高水库调
蓄空间，并针对主城区、西部圩区东部

山丘区、水库的不同特点，分别制定排
涝方案，较早地将水位预降到位。

作为防汛重点，太湖泄洪步伐也在
不断加快。太浦闸是太湖骨干泄洪通
道及环太湖大堤重要口门，根据太湖防
总调度，这里目前已开启全部闸门进行
排水调蓄。苏州吴中东山镇是一个三
面临湖的半岛，山区、圩区及水产养殖
区在这里形成一个“大包围”，为防止强
降水带来严重内涝，从23日开始该镇
就已经开启闸门进行预降水位。“截至
25日下午5时，内河水位已降到3米，
明显低于太湖3.58米。”东山镇水利水
务管理服务站站长周敏介绍。

江都水利枢纽位于京杭大运河、
新通扬运河和淮河入江水道交汇处，
南濒长江、北连淮河，是南水北调东
线工程的源头。从24日扬州市防汛
防旱指挥部启动防台风Ⅲ级应急响
应后，这里四座泵站就进入待命状
态，根据省防指调度指令，随时投入
排涝运行。同时，扬州境内淮河入海
水道万福闸、金湾闸、太平闸已经全
部敞开泄洪，排泄洪泽湖来水。截至
7月25日上午8时，淮河入江水道万
福闸、金湾闸、太平闸已累计排泄洪
水74亿立方米。

加速腾库调蓄的同时，还要守好
大堤。环太湖大堤常州段防洪挡墙目
前已加高至7米，远高于去年汛期太
湖最高水位。常州市武进区水利综合
管理服务中心工程师孙景昱介绍，环
太湖大堤常州段项目主体工程已于6
月初完工，将区域防洪除涝的标准从
50年一遇提高至100年一遇，目前常
州市武进区主要骨干河湖水位均在警
戒水位以下，接下来，全区还将组织展
开巡查，确保防洪排涝万无一失。

有序组织，确保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25日一早，苏州市姑苏区平江街
道钮家巷社区党委书记张英缨，带领
社区网格长宋豫、网格员何春英冒雨
来到志恒里1号检查情况。这栋拥有
近百年历史的民国建筑，因年久失修
现已成为危房，极易在台风来袭时产
生危险。根据安排，在这里的6户12
人已于24日全部撤离。为了防止有
居民返回老宅，大家不放心，再次上门

巡查。
迎战台风，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记者采访中看到，各地强化
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开展拉网式排
查，采取坚决果断措施，抓好重点地区
人员的撤离避险工作，做到该撤的撤、
该转的转，不留死角，不漏一人。

25 日下午，启东沿海风雨交
加。吕四国家中心渔港内，482条渔
船整齐有序地停靠在码头两侧，港内
几乎见不到渔民身影。“7月23日开
始，我们已经通知所有渔船全部停泊
到位，所有渔船全部固定好。”吕四港
镇人大副主席李国强介绍，25日下
午4时之前，渔港内所有人员全部撤
离。南通市农业农村局渔政监督管
理处处长杨杰介绍，当前正值伏季休
渔期，捕捞船只均在港休息。为确保
万无一失，南通市农业农村部门从7
月19日开始，即通过微信、广播、短
信等多种方式，持续不断将台风最新
信息传达到所有渔船渔民。按照船
进港、人上岸要求，南通1741艘渔船
已全部在港避风。

在盐城，目前沿海在建的国能
H5海上风电场、三峡H8-2海上风
电场等4个海上风电项目以及滨海
港中海油LNG施工项目等海上工程
已经全部停工，累计撤离各类海上施
工船舶83艘、海上作业人员1000余
人。同时，盐城船舶交管中心正全力
做好进港避风船舶的交通组织，指挥
和帮助港内避风船舶选择合适锚位
锚泊避风。

吴中区光福镇太湖渔港村是我省
第一大内湖渔村，尽管村里去年就已
经全面完成退捕，但个别老年渔民不
习惯上岸，仍居住在停泊在港内的船
上。从24日起，渔港村两委班子及全
体工作人员就开始对港内船只逐一进
行排查。太湖渔港村党委书记蒋庆东
介绍，25日全村有可能涉险的10多
户渔民已全部撤离，已被安置到镇上
的宾馆里。

气象部门预计，“烟花”将于26日
中午前后移入江苏境内，我省大部还
将迎来持续性强风雨。各地干部群众
仍需保持警惕、积极应对，抢抓台风到
来之前的宝贵时间，细化各项防御措
施，全力打赢防汛防台这场硬仗。

台风“烟花”影响我省多地，记者直击各地迎战现场——

严阵以待，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堤坝”

本报讯（记者 吴琼） 25日上
午，省防指召开台风“烟花”防御工作
视频调度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
长、省防指常务副指挥樊金龙，副省
长、省防指副指挥潘贤掌出席会议并
讲话。

会议研判，台风“烟花”具有个头
大、水汽足、风雨强、移动慢、影响范
围广以及“风雨潮”三碰头等特点，加
之我省河网普遍底水较高，防汛防台
形势十分严峻。樊金龙强调，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当前防汛
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按照
省委、省政府要求，坚决打好应对台
风“烟花”的防御战、保卫战，最大限
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要做
到“四个到位”：指挥要到位，各级各
部门各单位领导干部要身先士卒、靠
前指挥，特别是要把基层力量动员起
来，守土尽责、严阵以待，各级防指要
进入战斗状态，加强会商调度。研判
要到位，全面精准研判风情、雨情、水
情、灾情，及时发布预报预警。措施
要到位，在科学研判基础上要果断采

取有效措施，该停工停业停运的坚决
要停下来，该关闭的场所要坚决关
闭，该撤离的人员要坚决撤离，对发
现的问题要立即解决。要前置消防、
电力、通信、水利、交通等各种应急救
援力量，第一时间进行应急处置。要
维护生活生产秩序，切实做好粮油菜
等物资供应和用电用水用气等保
障。宣传要到位，运用各种宣传手
段，进行全覆盖、不间断宣传，引导广
大群众最大限度地避免灾害影响、有
序参与防台工作。

潘贤掌指出，务必树牢底线思
维，把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
一位，从最坏处着想，往最好处努力，
严格按照防台风应急预案的要求，严
密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把责任和
措施落细落实到每一个重点区域、每
一个重要部位和每一个关键环节。
要细而又细、实而又实抓好防御措施
落实，统筹当前淮河流域行洪和此次
台风防御，继续加强水利工程科学调
度和堤防巡堤查险；盯死看牢在港伏
休渔船，确保船进港、人上岸；加强行
洪河道特别是水源地水质监测预警。

省防指对台风“烟花”防御工作
进行再部署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浙江气象
服务中心获悉，今年第6号台风“烟
花”已于7月25日12时30分前后登
陆浙江舟山普陀区，登陆时强度为台
风级，中心气压965百帕，中心最大
风速38米/秒。

24日10时起，受台风影响，舟
山市超过6000米道路因海水倒灌不
同程度受淹，救援人员采取应急强
排、沙包封堵等措施紧急抢险。当地
已累计出动应急队伍580余人次，处
理树木倒伏等各类隐患120余处。

浙江省防指已于24日12时将防台
风应急响应提升至Ⅰ级。截至台风“烟
花”登陆前，浙江全省1.7万艘海洋渔船
已全部在港避风，共开放避灾安置场所
12000余个，转移人员150余万人。

为最大限度减少台风对铁路运
输的影响，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
长三角铁路部门决定，25日13时30
分后，北京南至上海方向列车停运。
25日19时以后，所有方向至上海各

个火车站的高铁列车全部停运。
记者25日从安徽省防汛抗旱指

挥部办公室获悉，截至24日10时，
该省已累计提前转移危险区人员
706人，关闭景区景点305个，建筑
工地停工592个，共有15.7万名抢险
救援人员备勤待命。

针对本次强台风天气，黄山风景
区7月23日发布公告，莲花峰、西海
大峡谷景点7月24日至7月29日临
时关闭。据黄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
25日介绍，目前景区各条索道均增
加巡线频次，密切观察支架和沿线山
体情况，一旦风速超过技术要求，将
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并做好对客服务。

安徽省宣城市境内也有众多景区
7月24日起暂停营业，其中包括龙川
景区、敬亭山景区、徽杭古道景区、青
龙湾景区等。根据宣城市文旅局要
求，全市涉山涉水景区、存在安全隐患
的景区及相关民宿、农家乐一律暂时
关停；旅行社一律暂停团队旅游活动。

台风“烟花”登陆，多地积极应对

昨日，为了躲避台风“烟花”,长江中行驶的船
只临时停航。 武家敏 摄（视觉江苏网供图）

昨日，无锡市民在街头冒着风雨出行。
还月亮 摄（视觉江苏网供图）

昨日，扬州出现风雨交加的天气，市民顶风冒
雨前行。 齐立广 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受台风受台风““烟花烟花””影响影响，，南京南京东部上空乌云压顶东部上空乌云压顶。。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乐涛乐涛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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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坚决杜绝工作上的大而化
之，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值班值
守，身先士卒、深入一线。要深入排查
隐患，落细落实措施，在全面排查整治
基础上，围绕水利工程调度和巡堤查
险、人员避险转移、海上江面湖区等船
只避险、各类施工工地和水上作业、高
空作业、城乡房屋、城市内涝和地下空
间、重大基础设施、安全生产和交通运
输、救援物资储备和力量前置、广告牌

和树木防倾倒防坠落等重点领域、重点
环节、重点部位强化硬措施，确保不死
人、少伤人、少损失。要统筹做好防汛
防台风和疫情防控工作，守土有责、守
土尽责，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防指常
务副指挥樊金龙提出工作要求，省领导
潘贤掌、储永宏，省防指成员在省主会
场参加会议；各设区市、县（市、区）负责
人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省防指召开防御台风“烟花”

视频调度会议▶上接1版 培育壮大十大先进制造业
集群和八大高成长性产业链，推动产业
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打造现代化产业
体系，智能制造引领常州产业“智”变。

股改上市奖励不设定总额上限，百
亿级上汽常州创新发展投资基金落户
仅3天，龙城金谷吸引40家基金机构
入驻……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相遇”，
唤醒企业、产业和城市转型升级的“洪
荒之力”。常州通过实施资本市场“双
百计划”和“科创苗圃计划”，不断完善
企业上市生态体系，过会企业、辅导企
业、再融资数均创历史新高，上市公司
高质量发展提挡加速。今年以来，新增
同惠电子、中英科技等A股上市公司6
家，数量列全省第三，累计达77家，资
本市场“常州板块”持续扩容。

激活创新能级，攀登创新高峰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
未来。常州打造更强劲创新引擎，重磅
推出《关于促进创新发展的若干政策》
和《关于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
见》，成功入选“科创中国”试点城市。
打造国际合作示范区，国际化创新园区

位居全省第一，中以、中德等多个国际
合作园区入选江苏自贸区联动创新发
展区；面向关键共性技术需求、面向产
业主战场的龙城实验室加紧推进；珠峰
高程测量、中国天眼、嫦娥奔月等国家
重大科技工程中都有“常州元素”……
陈金虎表示，要加快培育创新主体、打
造创新载体、营造创新生态，集聚科学
家、企业家、工程师等各类人才，让常州
成为创新创业创造者向往之城、筑梦追
梦圆梦的成功之地。

走进精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5G+AI质检示范车间”，一台台机器
人正用多角度高速相机拍照，仅需1-2
秒，高清图像即通过5G网络传至机械
臂，效率比人工提升10倍。常州精研
科技董事长王明喜把“做企业”比喻成

“打拳击”：“要么被打倒，要么昂首挺胸
站在那里，而创新正是增肌健体的最好
方式！”精研科技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成
为我省首个5G+智慧工厂亿元级项
目，摘得工信部第三届“绽放杯”5G应
用征集大赛一等奖。

针对制约创新发展的痛点、堵点、难
点，常州从人才引育、金融保障、企业培

育、产业链创新、载体建设、院校创新、氛
围营造等七个方面推出20条政策措施，
以精准施策推动全社会创新突破，激活
创新动能。常州创新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聚焦产业技术创新，常州推动共性研
发、前沿研究、提质发展。在产业链基础
研究阶段，采用“借转补”方式分期给予
研发前期支持，视项目成效借款可转为
补贴或收回；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阶段，
重点支持市内产业化且属于国内首次规
模化生产和应用的项目，给予最高1000
万元支持；在企业提档升级阶段，重点支
持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不断
加大研发投入，分档给予研发费用增长
额最高10%的奖励。地标产业延链强链
补链，采用奖补、直投、基金等方式；龙头
企业开放供应链，最高奖励100万元；对
颠覆性技术创新项目最高给予200万元
起步支持。

提升人才能级，不断推进集聚

人口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
常州吹响人才“集结号”，让创新后浪奔
涌。每万名劳动者中高技能人才数全
省第一，博士后在站比位列全省第二；

人才公寓、创客工厂不断涌现。
新近落成的西太湖国际人才公寓，

国际学校、双语管家、游艇俱乐部、秋白
书苑外文馆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围绕青年人才、高层次人才等关注
的问题，常州市设置了对新引进年薪
30万元以上人才分类分档奖励，地方
贡献部分奖励总额最高达100万元。
对“高精尖缺”人才发放“常商服务·龙
城英才卡”，让他们畅享优质精准服务；
全日制本科、硕士、博士人才等青年人
才分档次，享受“生活居住双资助”全方
位综合补助；企业新引进的技师、高级
技师人才享受同等资助。10万套人才
公寓免费拎包即住，“青年驿站”3个月
免租，以政策“大礼包”呵护创新创业人
才成长。

来自复旦大学的朱博士告诉记者，
他来到常州制药厂牵头心血管类药物
研发，产品已出口欧美等市场，目前他
把家安在了常州。

常州专门成立人口集聚推进专班，
强化顶层设计和部门“联合作战”，全力
建设青年人才友好型城市，每年集聚各
类人才10万人以上，力争到2025年全
市人才资源总量超185万人、高新技术
企业超 8000 家、科技型上市企业超
100家，使创新“关键变量”真正成为高
质量发展“最强硬核”。

能级跃升，常州锻造高质量发展新内核

▶上接1版 紧盯水库运行水位，督促
台风暴雨影响区域的水库加快降低
库水位、腾库迎洪。各地加强海堤、
江堤巡查值守，全力做好人员转移避
险工作，对海上江面湖区作业人员、
沿海沿江沿湖景区游客和其他危险
区域群众及时撤离，对居住在低洼地
区、简易工棚、危房等处人员及时转
移。突出城市内涝防御，督促各地增
配排涝设备，预置抢排力量，确保涝
水第一时间排除。

据统计，截至25日19时，全省各
地防御台风“烟花”共撤退转移人员
97915人，回港避风船只14349艘，排
查消除户外广告牌等市政设施隐患
6739处，排查消除龙门吊、塔吊设施等
建筑工地隐患5355处。省防指已派出
督查指导组，分赴南京、无锡、常州、苏
州、南通、镇江等市检查指导防台风、防
强降雨工作。省水利厅也已组织专家
赴台风影响重点地区，协助地方做好险
情应急处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