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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起，我省全体交警逆风雨而
行、闻险情而动，深入路面一线，排查
交通安全隐患，坚持守卫全省道路交
通安全。迎战“利奇马”期间，全省未
发生重特大交通事故，未发生严重道
路拥堵警情。

9日23点，南京江北新区公安
分局交警支队接到警情，一名孕妇羊
水破裂，情况危急，须立即送往医
院。接到警情后，支队机动大队队员
章缘和尹鑫立即奔赴南京长江大桥
北上桥口等候。与求助车辆会合后，

两位队员拉起警笛引导，一路“绿色
通道”直奔医院，仅用十多分钟，就顺
利将孕妇护送到医院。

10日16点半左右，无锡公安交
警支队接到市民报警，称锡山区新园
路有电线掉下来，极其危险。锡山交
警大队55岁的老民警倪加福火速赶
往现场后发现，五六根散乱扎在一起
的电线掉在地上，影响过往车辆通
行，也给行人带来安全隐患。倪加福
边通知供电所抢修边爬上警车车顶，
用手托举起电线，为过往车辆和行人
举出一条“安全通道”。直至抢修结
束，倪加福已被大雨淋得透湿。

本报记者 陈明慧

风雨中，一抹抹温暖的“荧光绿”

本报讯 11日，随着第9号台
风“利奇马”在我省境内影响减弱，
铁路、航空、公路等交通出行方式逐
步恢复正常。受大风及降雨影响，
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行限速管制，
局部路段还实行了限车型、关闭收
费站管制措施，全省高速路网运行
总体平稳，通行秩序良好。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11日进港
航班333架次，出港航班341架次，
台风远去后，航班逐步运行正常。
11日零时起，宁杭高铁、杭黄高铁、
杭深线、京沪高铁、沪宁高铁、京沪
普速铁路上海至镇江段等多条铁路
线路结束台风影响。在确保安全的
前提下，铁路部门对原计划停运的
部分旅客列车恢复开行。当天南京
两大火车站共有337列原计划11
日停运的客车恢复开行，其中南京
南站260趟、南京站77趟。因台风
登陆对铁路运输秩序的影响及部分

线路无法恢复通行，南京当天仍有275
趟列车停运，其中南京南站131趟、南京
站144趟。

11日中午，台风中心北上至盐城
境内，对长江流域影响逐渐减小，长江
江苏段陆续解除船舶交通管制，当天
14:30，终止防台二级响应。江苏海事
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台风期间，长江
江苏段及南通沿海水域未发生任何事
故险情。

全省内河11日15：00台风预警解
除。截至记者发稿时，洪泽湖、太湖、骆
马湖、京杭运河江苏段辖区水域未因台
风发生事故和险情，避风船舶按照海
事、船闸部门的调度有序驶离或锚泊
后，航道安全畅通有序。由于徐州市辖
区受山东客水过境泄洪影响，当天下
午，京杭运河邳州段流量达到2500立方
米/秒，严重影响船舶航行安全。徐州海
事部门对京杭运河邳州段实施交通管
制，禁止船舶通行。 （梅剑飞）

全省交通恢复正常运行

本报讯 11日下午，省防指召开
防御沂沭泗洪水会商会，总结抗台经
验，研究部署沂沭泗地区防洪工作。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防指指挥樊
金龙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省防
指常务副指挥费高云11日上午到省
防指检查指导台风防御工作并参加下
午会商会。

台风“利奇马”已减弱为热带风
暴，11日12时从连云港灌云县进入
黄海，对我省风雨影响明显减弱。
樊金龙指出，受“利奇马”影响，沂沭
泗流域普降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将发生较大洪水过程。省委省政府
对此高度重视，娄勤俭书记、吴政隆
省长作出批示，要求全面动员、全力
以赴抗洪，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各有关地区和部门要加强组织
领导，强化防洪责任落实，市县主要
领导要在岗在位，切实承担起第一责
任人责任；省防指及成员单位负责同
志要深入基层一线，加强指导；省市
县乡村干部要坚守在防洪一线，组织
实施抗洪工作。要按照有灾无害、没

有人员伤亡的目标，把确保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加强监测预
警，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强化堤防巡
查，险工险段坚持24小时巡防值守；
优化调度方案，科学调度水利工程；
加强应急抢险准备，配齐备足抢险物
资和救援力量；严肃防洪纪律，服从
抗洪大局，全力做好防洪抗灾各项工
作，确保行洪畅通、堤防安全，坚决打
赢防洪这场硬仗。

费高云指出，做好我省沂沭泗地
区防洪工作，思想上要高度重视，严格
落实各项防汛责任制，紧急动员、周密
部署，全力做好抗洪排涝工作。措施
上要落实落细，省防指要加大水利工
程调度力度，各地要加强堤防巡查，保
证水利工程安全。应急准备上要提早
提前，各级防指要继续严格执行24小
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应急抢险上
要早作布置、早作安排，对可能出现险
情的险工患段要备足抢险物资，预置
救援力量，一旦发现险情，全力组织抢
险，将险情消除在萌芽状态，把灾害损
失减轻到最低程度。 （吴 琼）

省防指部署
沂沭泗地区防洪工作

本报讯 10日8时至11日8时，
沂沭河、邳苍以及新沂河南北大部普
降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沂沭泗流
域平均降雨量97毫米，沂河临沂以
上降雨量达到184毫米。受降雨影
响，沂河、沭河、中运河等河道相继行
洪，11日下午，沂河临沂站洪峰流量
7300立方米/秒，我省流域性河道将
高水位大流量行洪，其中新沂河预计
将出现1974年以来最大流量，抗洪
形势严峻。

台风给连云港带来的降雨极不均
匀，从10日8时至11日9时连云港全
市平均降雨量129.1毫米。东海县、
灌云县、灌南县大部地区出现暴雨，局
部大暴雨。

受此影响，连云港河库水位上涨
迅速，大暴雨及过境客水致使2座大
型水库、4座中型水库和21座小型水
库超汛限，目前正在实施全力泄洪；新
沂河11日7时行洪流量加大到3300
立方米/秒。

11日中午，省水利厅已紧急派出

4个工作组分赴徐州、连云港、宿迁和
新沂河海口枢纽指导地方开展抗洪工
作；并发出通知，对沂沭泗地区进一步
做好流域性河道行洪安全各项工作提
出要求。

省水利厅厅长陈杰表示，水利部
门将认真落实堤防巡查防守有关规
定，根据江河水情，及时开展巡堤查
险，做到抢早抢小。对险工患段、病险
工程、水库等专人巡查盯防。对超汛
限水位的水库，及时调度降低水位，确
保安全运行。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做
好应急抢险准备，一旦发生险情，立即
组织抢险，避免险情扩大。

为加快洪水外排，尽可能减轻我
省沂河、沭河沿线地区防洪压力，省
水利厅与水利部沂沭泗管理局协商
实施分沂入沭，将沂河即将到来洪峰
流量东调入沭河、新沭河；同时将骆
马湖嶂山闸泄洪流量逐步加大至
5000立方米/秒，石梁河水库下泄流
量也将进一步加大，腾出库容迎接上
游洪水。 （吴 琼）

沂沭泗地区抗洪形势严峻
新沂河将出现1974年以来最大流量

在前不久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
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习
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充分肯定了
新时代志愿服务的重大意义和发展
成就，对广大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
和志愿服务工作者寄予殷切期望，
对各级党委政府提出了明确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在我省引
起热烈反响，全省各地认真学习总
书记贺信精神，大家纷纷表示，要立
足新时代、展现新作为，弘扬奉献、
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继续
以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
事，为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贡献
志愿力量。

指路引航，
纸短情长暖人心

读着总书记的贺信，全省各地
志愿者们倍感振奋。“纸短情长，这
封信让我们看到了总书记对志愿服
务工作的关注和重视。”省委宣传部
副部长、省文明办主任葛莱在全省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专
题座谈会上说，总书记的贺信给志
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工作
者们巨大的鼓舞和鞭策。

从省、市、县（市、区）到各级志
愿服务组织，各地通过专题座谈会、
分享会，认真交流学习总书记贺信
精神的心得体会，积极投身志愿服
务实践，努力推动形成“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的浓厚社会氛围。

苏州市文明办副主任、市志愿
者总会会长汪苏春说，苏州志愿者
总会将进一步拓展工作领域，搭建
好平台，整合好资源，汇聚好力量，
让更多市民加入志愿者行列，参与
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去。

红豆集团团委书记浦卓雅表
示，红豆集团将进一步推动企业志

愿服务组织专业化建设，指导志愿
服务队开展标准化、规范化服务，继
续做好“柬中友谊志愿者联盟”项
目，使其在“一带一路”项目的建设
上增光添彩。

淮安市洪泽区水上百合志愿者
协会组织协会志愿者代表、社区居
民召开了座谈会，全国最美志愿者、
协会支部书记邓红说：“再次聆听总
书记谆谆教诲，水上百合又增添了
极大动力。今后，我们将以总书记
贺信精神为激励，更加积极地投入
到志愿服务事业中，团结带领更多
志愿者为社会弱势群体服务、给社
会建设助力。”

“在大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贺
信，倍感振奋。”全国最美志愿者、徐
州市贾汪区马庄村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队队长孟国栋表示，下一步马庄村
将按照总书记贺信指示精神，进一步
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让每一位
群众都能参与其中，自我服务、共建
共享，增强获得感和幸福感。

温故知新，
砥砺初心再出发

各地将学习贯彻总书记贺信精
神与在新起点上谋划推动志愿服务
工作相结合，在促进志愿服务供需
对接、打造志愿服务品牌项目、传播
志愿文化等方面进一步探索新举
措、新载体。

常州市在学习贯彻总书记贺信
精神座谈会上提出，要不断强化志
愿服务项目体系的引领作用，在“一
袋牛奶的暴走”“衣衣不舍”“风信子
之爱”“税妈妈关爱”等优秀志愿服
务项目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推出
100个涵盖“衣、食、住、行、乐”的生
活化志愿服务项目，项目要高增长，
保障要高效能。

张家港市打造“志愿者+行业服
务”新模式，以“虹筑之家”工友驿站、

“志愿者能量屋”等项目涵盖理论政策
宣讲、践行主流价值、精神文化生活、
文明生活方式等方面，为群众提供技
能培训、权益保护、子女关爱、阅读推
广等亟需的志愿服务。

全省各试点地区积极探索“群众
点单、文明实践中心（所、站）派单、志
愿服务组织接单”等工作模式，有效对
接群众需求，通过线上线下互动，不断
激发志愿服务活力和创造力。苏州市
推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云平
台，丹阳市在志愿服务智慧云平台上
设置“文明滴滴”“文明淘淘”模块，南
京市江宁区“文明江宁”手机APP将
志愿服务阵地、岗位、活动“一网打
尽”，有针对性地招募、动员志愿者，确
保每个项目都能精准服务。

志愿服务不但要满足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需要，更要从“志愿要我”变成

“我要志愿”，广大群众从被服务的对象
转变为志愿者，托起社会文明的新高
度。启东市“小老帮老老”银铃互助志
愿服务蔚然成风，社区中年纪较小、身
体较好的“小老人”主动帮助年纪大、行
动不便、身体状况差的“老老人”；扬州
市“悦动夕阳”公益团成立不到两年，志
愿者已达350多人，交通站岗、健身教
学……处处都有志愿者的美丽身影。

制度化发展，
志愿服务进入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要求各级
党委和政府要为志愿服务搭建更多平
台，给予更多支持，推进志愿服务制度
化常态化。

近年来，我省扎实推动志愿服务工
作，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培育壮大志愿
服务组织，有效促进资源对接，全省志
愿服务事业取得长足发展。自2016年

起，连续4年举办江苏志愿服务展示交
流会，以志愿服务项目为纽带,搭建志
愿服务提供方、需求方、支持方、参与方
交流对接平台,有效推动志愿服务项目
化运作、社会化动员、制度化发展。

在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试点工作中，“志愿”成为最有温度、最
有价值体验、最有道德情感的热词，志
愿服务组织和广大志愿者在乡村振兴
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徐州市贾汪区
推行文明实践“十必联”，凡群众家中
有困难、有急事，志愿者必上门联系提
供服务；盱眙县针对留守儿童亲情缺
失情况，开展“1+2=1”山爸山妈留守
儿童结对帮扶志愿服务，探索建立学
校、社会合力共育留守儿童的新模式。

推动志愿服务发展，需要专业志
愿者发挥特长。句容、盱眙等地组织
专业志愿团队指导农业生产活动，通
过“传帮带”打造高质量的特色产业。
海安、阜宁等地引导在职党员、退休教
师、文化能人等专业人士加入政策宣
讲队伍，让党的政策理论走进千家万
户。“我们将立足实际，着力探索建立
志愿服务职业化队伍，实现从‘到处求
人’到‘自我造血’的突破。”全国最佳
志愿服务项目负责人代表、响水“助力
微梦”公益协会负责人吉旺这样说。

近期，江苏省志愿服务联合会成
立，首批会员单位达到469个。作为
全省性、枢纽型、龙头型志愿服务社会
组织，江苏省志愿服务联合会的成立，
标志着我省志愿服务工作制度化发
展、社会化动员、组织化推进又迈出了
坚实的一步。“今后，我们将不断健全
完善统筹协调机制，引导和动员社会
各界积极参与，让志愿力量充分涌流，
形成强大合力，持续推进志愿服务专
业化、规范化、常态化开展。”省文明办
相关负责同志表示。

本报记者 吴雨阳 冯圆芳

我省各地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

以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雷锋故事

本报讯 昨天中午12时左右，
“利奇马”从连云港南部灌云县进入黄
海，向山东方向移动。“台风对江苏的
风雨影响，已在11日夜间结束。”记者
从江苏气象获悉，超级台风“利奇马”
的“江苏之旅”已接近尾声，昨天中午
之后，全省大部分地区已无强降水，风
力也明显减弱。台风在江苏的最后

“站点”——徐州、连云港于昨天夜间
结束暴雨，逐渐减弱为中雨、小雨。

昨天12时38分，江苏省气象台解
除台风黄色预警信号。尽管“利奇马”
对江苏的风雨影响已基本结束，但省

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梅提醒，台风登陆
山东后，在山东境内引起的暴雨，将可
能对我省淮北的水位有一定影响。

“从云图上可以看到，虽然‘利奇
马’驶离后强度有所减弱，但是裹挟了
大量水汽，因此大范围降雨是不可避
免的。”气象专家表示。

江苏气象预测，13～15 日全省
雨水终结，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天气
为主，气温也有所下降，最高温度
在30℃～32℃，16日之后气温再次
回升，部分地区再次开启 35℃“热
烤模式”。 （王梦然）

“利奇马”驶离江苏直奔山东
台风对江苏的风雨影响昨夜结束

本报讯 今年第9号台风“利奇
马”已于11日12时从连云港市灌云
县灌西盐场沿海入海，省气象台已
于当日12时 38分解除台风黄色预
警信号。按照《江苏省防御台风应
急预案》有关规定，省防指决定，11
日15时起结束我省防台风Ⅱ级应急

响应。
目前，我省仍处于主汛期，突发性

强降雨、台风等灾害天气随时可能发
生，部分河道站点仍然超警。省防指
要求各地继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
时分析研判，加强协调调度，做好值班
值守，确保全省度汛安全。 （吴 琼）

我省防台风Ⅱ级应急响应结束

本报讯 台风“利奇马”8月11
日5时后进入盐城，6时抵达东台境
内，11时进入响水县后北上。为迎
战“利奇马”，盐城各地各部门早已
集结待命，作了万全准备。

9日晚，盐城市防汛防旱指挥
部派出由水利、应急管理等部门专
家组成的5个工作组，分赴全市各
地指导防汛防台工作。各级、各部
门运用互联网、微信、电视等现代化
手段结合大喇叭、广播等传统手段，
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传递到每家每
户。截至11日7时，全市回港渔船
1742只，转移人员17875人，加固、
拆除户外广告牌1416处，停工工地
659个。119指挥中心共接报涉台
风警情4起，其中排涝2起，高空救
助2起，射阳消防大队成功营救1
人，无人员伤亡。

各县（市、区）防台抢险队伍早
已齐装满员，防台物资增储备足，应
急排涝设备也及时安排到位。消防
支队组建1支抗洪抢险专业队、11
支抗洪抢险突击队，共计232人，27

辆车，器材1000余件套，集结待命；
军分区集结市本级和各县（市、区）
民兵应急分队2466人，于10日18
时至11日12时备勤，水利、交通、
住建、城管、电力等部门也调配人
员、物资等力量，做好防汛抗台攻坚
准备。

8日至10日，盐城市防指科学
调度沿海“四大港闸”，一天两潮全
力排水1.25亿立方米，腾空河道库
容，迎接台风带来的强降水。9日
17时起，调度封闭盐城市区第Ⅲ、
Ⅳ防洪区外围口门，严格控制市区
内河水位。9日到11日10时，盐城
市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有69个
区域自动站达到大暴雨量级，最大
为阜宁高新区174.6毫米。同时出
现内陆5～8级，沿海海面8～11级
的大风，大丰区港口自动站出现
30.9米/秒。截至11日11时，全市
主要河道水位较10日普遍有所上
涨，但均低于警戒水位，且未有险
情、灾情报告。

（卞小燕 臧滨城 陈 艳）

盐城以万全准备应对“利奇马”
主要河道未过警戒水位 无险情灾情报告

本报讯 11日12时，今年第9号台
风“利奇马”从连云港灌云县灌西盐场入
海，入海时中心最大风力9级。受此次
台风影响，我省陆上风力最大和降雨量
最大点均在连云港，连云港各地奋力防
汛抗灾。

从10日8时至11日14时，连云港
全市平均降雨量145.1毫米，最大点降水
量为355毫米，出现在东海县驼峰乡麦
坡村。全市大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
大暴雨，高公岛等地刮起11级大风。大
暴雨及过境客水致2座大型水库（石梁
河、安峰山），4座中型水库（贺庄、大石
埠、房山、横沟）和36座（东海县30座、赣
榆区4座、海州区和景区各1座）小型水
库超汛限，目前正在全力泄洪。11日13
时，连云港市防指及时启动新沂河防汛
Ⅲ级应急响应。新沭河、新沂河两河沿
线巡堤查险人员全部上堤，严格按照预
案要求，严防死守，全力做好抗洪工作。

10日10时许，东海双店镇孔白村
遭遇一股较强龙卷风影响，造成区域性
断电，致使加油站暂停营业，罩棚局部受
损，无人员伤亡；东海县场西小型水库大
坝背水坡堤脚发生滑坡，滑坡长度约20
米，该库由于前期干旱水位较低，已进行
应急处置。省防指、市防指专家组已赶
赴现场进行督查指导，连云港各地正紧
张有序做好各项应对工作。

（程长春 舒 飞）

连云港各地
奋力防汛抗灾

特 写

11日，暴雨过后，连云港市天空出现了彩虹。司 伟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11日，睢宁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在抢修遭台风损
坏的线路。 崔文超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本报讯 9日傍晚起，沿江苏南
地区出现暴雨至大暴雨，江淮之间中
到大雨，淮北地区大到暴雨至大暴
雨，全省累计面降雨量106.4毫米，
其中苏南地区124.4毫米、江淮之间
80.3毫米、淮北地区125.7毫米。

11日12时，太湖超防洪控制水位
0.17米，江南运河苏锡常段、武澄锡虞
区、阳澄淀泖区河网部分河道水位超
警，共计16条河道23站，超警幅度
0.06～0.67米，其中7站超保证水位，
超保幅度0.01～0.25米。 （吴 琼）

太湖超防洪控制水位0.17米

11日，工人在无锡贡湖大道旁清理早晨倒伏的
大树。 还月亮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