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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 志 成 城 全 力 以 赴 抗 击“ 利 奇 马 ”

日

农历己亥年七月十六
第
期

1990 年创刊
8 月 10 日 8 时至 12 日 12 时，受 9 号台风“利奇马”的影响，我县出现强降雨天
气，风力 6-7 级，全县平均降雨量达 215.8 毫米。造成全县各乡镇不同程度受灾。面
对超强台风“利奇马”来袭，从做好各项防汛防台风准备，到高效应对、抢险救援、灾
生产自救，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众志成城、全力以赴坚决打赢防御“利奇马”
这
后重建、
场硬仗。

月

星期五

林峰海来我县察看灾情
8 月 12 日袁省委常委尧政法委书记林峰海代表省委尧
省政府来我县察看灾情袁慰问受灾群众和战斗在抗洪救
灾一线的党员干部袁指导救灾工作遥 市委常委尧政法委书
记王行华袁市委常委尧秘书长范连生袁县委书记姜宁袁县
委副书记尧县长孙德士陪同遥
在双堠镇汪家庄袁林峰海一行现场查看蔬菜大棚受
灾尧排水排涝等情况袁在仲山村现场查看泄洪河道疏通尧
道路修复加固尧水库防汛等情况遥 他强调袁要科学调度袁
加快剩余低洼地区排涝工作袁组建专家队伍袁加强对受
损大棚修缮重建尧农作物补种抢种的技术指导袁做好种
苗尧肥料尧农药等物资保障袁尽快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自救
工作遥 要加快损毁道路修复施工进度袁保障群众出行安
全和生命财产安全遥 要高度重视水库防汛工作袁把防汛
安全放在第一位袁密切关注雨情尧汛情袁加强巡查袁特别
是对水库溢洪道要及时进行清淤排查袁 保证行洪畅通袁
确保水库安全度汛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遥 （韩庆武）

姜仕礼来我县督导台风
“利奇马”防汛排涝工作
8 月 11 日袁市委常委尧组织部长姜仕礼来我县督导
检查台风野利奇马冶防汛排涝工作遥 县委书记姜宁陪同遥
姜仕礼一行先后到县二小救灾安置点看望慰问受
灾群众袁到县城朝阳路尧芙蓉路路段查看城区积水点和
道路排水工作袁到沂河橡胶坝实地查看泄洪情况遥
姜仕礼强调, 各级各部门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放在首位遥 要准确尧扎实尧系统推进台风防御和风险
排查工作袁重点对水库尧堤坝尧危房等地的安全检查袁彻
底转移可能受到威胁的群众曰要加强宣传袁密切关注天
气变化袁及时发布实时台风天气信息袁提高群众的防灾
意识曰要高度重视袁严阵以待袁压实责任袁为抗洪抢险救
灾做好充分准备工作袁 全力以赴打赢防御台风硬仗袁确
保各方面万无一失遥
县领导于广威尧朱祥法参加活动遥 （王凯）

众志成城 全力以赴
我县干部群众携手抗击台风
“利奇马”
2019 年 8 月 10 日 8 时至 12 日 12 时袁受
9 号台风野利奇马冶的影响袁沂南县出现强降雨
天气袁 风力 6-7 级袁 全县平均降雨量达 215.8
毫米遥 造成全县各乡镇不同程度受灾袁据初步
统计袁 截止 8 月 12 日 12 时袁 受灾人口 9229
人袁紧急转移安置人口 1636 人袁农作物受灾面
积 2742.5266 公顷袁 倒损房屋 85 户 187 间袁直
接经济损失 8862.95 万元遥
在野利奇马冶超强台风施虐之际袁任凭风
大尧雨再急袁总有一种力量屹立不倒袁全县各级
党政干部和广大党员尧群众袁心往一处想尧劲往
一处使袁凝聚起共渡难关的强大合力袁坚决打
赢防御野利奇马冶这场硬仗袁谱写了新时代野患
难见真情尧风雨同舟渡冶的壮丽诗篇遥
汛情紧急袁考验责任担当曰抵御台风袁更需
众志成城遥 县委尧县政府主要领导迅速组织相
关部门到受灾现场开展抗灾救灾工作袁第一时
间赶赴受灾现场进行查核灾情袁帮助受灾乡镇
开展生产自救袁迅速将转移人员分别安置在各
个安置点袁及时发放棉被尧凉席尧垫子尧饮用水尧
方便面尧火腿肠等基本生活物品袁解决转移安
置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遥 县委书记姜宁袁县委
副书记尧 县长孙德士等县级领导连夜深入城
区尧乡镇尧村居抗灾一线袁察看灾情袁指导灾后
重建尧生产自救遥 县防汛指挥部要求有关单位
密切监视台风动向袁加强分析研判遥 从启动应
急预案袁做好各项防汛防台风准备袁到高效应

对尧抢险救援尧灾后重建尧生产自救袁各级各部
门党员尧干部尧群众袁携手并肩袁坚守一线袁全力
应对袁筑起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固
野堤坝冶遥
面对雨情袁县住建局组成 6 个应急大队袁
在 22 条道路上 24 小时不间断值班遥 同时对部
分积水严重路段通过抽水泵进行抽水泄洪遥 沂
南交通局对受灾路段及时抢修遥 交通运输监察
大队在受灾路段疏导过往行人和运输车辆遥 施
工队员顶风冒雨抢修水毁路段遥 各乡镇班子成
员各自带队到企业尧村居排查隐患袁对有受灾
危险的群众及时转移和撤离遥
受持续降雨影响袁 我县城区降雨量超过
170 毫米袁城区内多条道路出现积水袁交警部
门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制遥 沂南交警城区二
中队队长尤立产说袁野我们组织了八个中队在
各主要路段进行值守袁确保安全噎噎冶
在地势低洼的芙蓉路东段袁 积水不断上
升袁严重威胁沿街商铺和住户遥 从 11 日凌晨开
始紧急疏散附近群众袁并调配人员物资袁组织
了 150 人的抢险救援队伍袁在芙蓉路北段用沙
袋筑起了近 500 米的拦水坝袁防止积水进入商
铺和住户家中遥 界湖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尧办事
处主任刘向元一边指挥人员抢险救援袁一边介
绍说院野因为地势比较低洼袁积水严重袁我们界
湖街道组织了 150 人的应急抢险队伍袁主要采
取用沙袋在道路北侧袁在各个沿街店铺门口和

通往小区的道路袁我们筑起一道拦水坝袁防止
水进入老百姓家中造成损失遥 同时袁我们已经
挨家挨户进行了通知袁让沿街的门店一律停止
营业袁人员撤离,确保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遥 冶
在苏村镇联营村袁镇党委干部联合村干部
正忙着对村里内涝严重的农田进行机械挖掘
作业袁确保农田积水及时得到排涝疏通遥 受暴
雨影响袁苏村镇出现农田内涝尧排水不畅尧大棚
坍塌进水尧农作物倒伏等受损现象遥 连日来袁该
镇多措并举开展隐患排查工作袁 对重点区域尧
河道两岸尧田间大口井尧内涝片区等地安排专
人靠上袁落实领导带班和 24 小时值班制度袁扎
实推动防范预防抢救工作顺利开展遥 同时袁对
田间内涝地区动用机械及时疏通袁 对河道两
岸尧公路两侧排水沟渠进行疏通遥 镇村干部做
好灾情统计袁确保群众生命安全袁把财产损失
降到最低遥
依汶镇干部群众迅速开展生产自救工作袁
通过各种方法来减少农业受损程度遥
针对台风过后出现的玉米倒伏袁 大棚蔬
菜尧花生等内涝情况袁依汶镇全体党员干部与
群众一起袁 继续开展生产自救和重建工作袁帮
助受灾群众度过难关遥 该镇邀请县农业农村局
专家到受灾现场进行指导遥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
长郑树功说院野雨灾过后对于雨灾的减灾工作袁
首先第一条要做好排水工作袁第二是要把倒伏
的农作物及时的扶起袁 第三是科学补施肥料袁

第四条是进行科学的病虫害防治遥 各村要及早
行动袁把灾后损失减低到最小遥 冶
铜井镇的镇村党员尧干部全部深入一线袁
发动群众袁第一时间现场指挥袁组织开展防洪
救援袁各受灾点群众积极配合袁安全顺利抵达
防洪安置点袁未出现人员伤亡情况遥
逆流而行袁党员干部冲锋在前袁哪里有危
险袁哪里就有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的身影遥 党员
干部迎着风尧冒着雨袁奋战在第一线袁用实际行
动诠释忠诚袁体现本色遥 他们不畏辛苦袁在暴雨
中前行袁脚踩一身泥袁汗湿一身衣袁成为一道亮
眼的风景线遥
界湖街道南村社区思想上高度重视袁责任
上严格落实袁措施上充分准备袁防御上突出重
点袁尽全力减少野利奇马冶造成的危害和损失遥
召开专题会议袁研究抗台风工作袁成立了抗洪
抢险指挥部和五个抗洪抢险小组袁 明确区域袁
责任到人遥 人员坚持 24 小时上岗袁全部到抗台
风一线值班袁对重点区域尧部位实行重点巡查袁
对可能造成堵流的部位袁安排机械或人工进行
清挖疏通遥 实行险情报告制度袁各小组发现情
况后袁立即上报袁以便及时得到解决遥 同时袁 对
沂蒙红色影视基地临时关闭尧建筑施工工地停
工袁做好各项预防工作袁派专人做好巡查尧管护
工作袁确保万无一失遥
（本记）

姜宁带队察看防汛排涝工作
8 月 10 日晚袁 县委书记姜宁带队先后到城区部分
路段和沂河橡胶坝察看防汛排涝工作遥
姜宁强调袁全县上下要切实提高认识袁把防抗台风
野利奇马冶工作作为当前头等大事来抓袁坚决克服麻痹思
想尧侥幸心理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袁强化
统筹协调袁加强监测预警袁科学研判应对袁全力以赴打赢
这场硬仗遥
姜宁要求袁在加强管网疏通袁做好城区积水排涝工
作同时袁做好危险区域群众避险转移工作遥 各级各部门
值守人员要在岗在位袁履职尽责袁发现险情及时上报曰要
备齐备足抢险物资工具袁一旦出现险情袁要按照指令迅
速集结尧迅速到位尧迅速抢险袁确保队伍拉得出尧抢得上尧
打的赢遥
（本记）

受台风影响，累计造成县域内 10 千伏供电线路跳闸 2 条
次，供电台区停电 438 个，线杆倒伏 19 基，受影响用电客户
2.4 万余户。经过紧急抢修，
目前停电台区已全部恢复送电。
为保障沂南电网的安全可靠运行，为灾后抢修和重要区域
提供及时的电力保障，县供电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指挥系
统，全体人员到岗到位，保障全县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公司领
导分赴现场进行抢修工作督导，积极应对台风对沂南电网造
成的冲击，努力将灾害造成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同时，公司
还组织人员协助政府对受灾群众进行了转移。目前,累计投入
应急抢修队伍 16 支，应急抢修人员 360 人，抢修车辆 39 台
次，发电机 5 台，及时处理了各类电网故障，确保电力可靠供
应。
针对台风可能对电网设备造成的不良影响，该公司组织
工作人员加强对各变电站的运行维护和管理，对处于河床、水
沟、池塘边的输电线路特殊杆段及新架线路的杆塔基础进行
检查，及时清理台风刮倒的树木，保持输电通道畅通。同时，还
对涉水变电站、环网柜、配电室等进行集中排水清淤，确保电
网不发生二次事故。
（郭磊 摄）

孙德士到乡镇查看
台风过后生产自救
8 月 12 日上午袁县委副书记尧县长孙德士先后到双
堠镇尧铜井镇查看野利奇马冶台风过后生产自救工作遥
孙德士详细了解各乡镇受灾情况和灾后自救工作
开展情况遥 他强调要及时排查各种安全隐患袁特别是出
现坍塌的道路尧河道袁要设置危险警示标牌袁及时进行修
缮重建袁防止二次受灾曰要迅速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自救袁
做好倒伏农作物抢救袁确保不影响农作物收成曰乡尧村两
级要迅速行动袁开展核灾救灾的同时要关心群众生产生
活袁全力做好各项后续工作遥
（本记）

《沂南通讯》数字报开通，
请扫描二维码
或打开网址 https://i.xpaper.net/yntx 阅览

我县“四好”农村路助力乡村振兴
走进乡村振兴示范村--依汶镇后峪子社
区处处透着文明向上的气息袁干净舒适的野红
色专线冶穿村而过袁村内一条条新修起的水泥
路平坦宽敞袁像道道彩虹环绕在村间尧田野袁农
民个个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遥 全国劳模尧社
区党支部书记梁兆利感慨地说院野修通这些路袁
倾注了县交通部门的心血和汗水袁是他们给我
们带来了看的见摸的着的实惠袁我们的帅李现
已达到 1700 亩袁户均增收 12000 元袁我们的新
农村一天一个新模样冶遥
近年来袁我县牢固树立野经济发展袁交通先
行冶的工作思路袁大力推进野四好农村路冶建设袁
以农村公路建设带动产业发展尧加快旅游业壮
大尧更好地惠及民生遥 近 5 年来袁新修建了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基地公路尧 沂南要临沂快速公

路尧 常石公路等袁 累计建成农村公路 2340 公
里袁全县 15 个乡镇渊街道冤实现了通柏油路袁
292 个行政村渊社区冤实现了村村通硬化路和
村村通客车遥
我县在四好农村路建设中注重把农村公
路建设重点放在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上袁
做到与方便群众出行尧精准扶贫尧全域旅游尧现
代农业几个要素相结合袁修建了一批方便山区
人民群众便袁促进农民增收的致富路尧发展路遥
今年以来袁 投资 3.2 亿元开工建设了长虹公
路尧县城要南栗沟尧沿汶--莪庄等道路袁改造
农村公路危桥 13 座袁 新建农村公路里程达
280 公里遥 马牧池常裕公路建成后袁加快了山
区群众脱贫致富的步伐袁有效带动了沿途 378
户尧588 名贫困人口脱贫遥 加快了沿线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袁沿线已规划经济林尧现代农业种
植 15000 亩袁增加群众收入 1200 万元遥
借助便捷的农村公路袁积极推进城乡公交
一体化袁 投资 1.3 亿元建成了交通客运中心袁
在县城新开通了 6 路公交客车袁 在岸堤镇尧双
堠镇开通了 3 条镇村公交客运线路袁在沂蒙生
态路和野红色专线冶开通旅游公交专线袁极大地
方便了山区群众和游客出行遥 拉动全域旅游发
展遥 先后对沂蒙生态路尧红色专线尧彩蒙山环线
等 20 余条旅游道路进行改造提升袁竹泉村尧沂
蒙影视基地等一批骨干旅游企业依托便利的
交通条件袁正在做大做强遥 促进了农村物流业
发展袁 农村公路畅通快捷袁
打通了农村物流野最后一公
里冶遥 目前袁全县在淘宝尧京

东 等第 三 方 电 商 平台 上 注 册 的 中 小企 业 达
1500 多家曰上线泉润尧圣福记等品牌产品 100
多种曰 邮政买卖惠平台注册农村超市零售商
1200 余户遥
驱车行驶在笔直尧 宽阔的沂南城乡大道
上,各种车辆风驰电掣袁来往穿梭袁无不让人感
受到沂南交通事业发展带来的通畅尧便利的舒
爽与惬意遥 遍布县域全境的一条条四好农村公
路宽敞整洁袁纵横交错袁不断延伸袁支撑着美丽
沂南的发展脊梁袁绘就着一幅幅和谐沂南的感
人画卷袁路网已成为宜居宜业宜游沂南发展的
最强音符遥
（孙兆明 赵秀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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