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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汛 减 灾 防 患 于 未 然

甘孜日报讯 10日，记者从州防灾
减灾和应急管理局获悉，目前我州已进
入主汛期，为切实做好我州汛期防灾减
灾应急工作，该局在“落实四项措施、抓
好三个强化”上狠下功夫，全力打好主
汛期防汛攻坚战。

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强化监测预
警，加强协同联动。对防范化解重大自
然灾害风险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
对重点地区、重点部位、重点工程，及时
组织专业力量常态化、动态化开展隐患
排查。适时召开汛期应急工作会商会，
会商研判灾情发展趋势，提出建议，指
导各县（市）、各部门开展防灾减灾应急
工作。主动加强部门之间的会商和沟
通，与国土、水务等部门做好防汛和地
质灾害防治视频调度工作，及时提供灾
害性天气可能影响的区域、行业和可能
造成的灾害损失程度等信息。

抓好预案管理。根据我州防灾减灾
应急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不断修订
和完善应急预案，增强预案的实用性、可
操作性。同时，要结合部门实际，有针对性
的开展应急演练工作，提高应急反应和防
灾减灾的能力。

严格值班值守制度。坚持汛期领
导带班和值班人员 24 小时值班制度,
遇到灾情要迅速调度安排，果断有力
处置。及时报送灾情信息，严格信息报
告确认制度，坚持“边处置边报告、边
核实边报告”，确保信息报送及时、准
确、规范。

据悉，从今年 5 月入汛以来，该局
一是强化电话抽查。对全州 18 个县

（市）的乡镇、地质灾害监测点值班情
况进行了电话抽查，而当天抽查情况
会按照时间规定，通报发各县（市）及
州应急委成员单位；二是强化检查督
导。从5月开始陆续组成工作组对全州
各县（市）的地质灾害指挥部和防汛指
挥部、乡（镇）、学校、电站、涉水项目的
地质灾害防治和防汛备汛工作督导，
检查了应急预案管理、应急队伍建设、
应急演练等应急准备情况。三是强化
宣传工作。在“5.12”防灾减灾宣传周期
间，州县联动、各部门联动开展了大规
模的宣传活动，覆盖群众 26800 人次，
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110621 份、宣传画
册和宣传品24512份。

记者 宋志勇

抓实监测预警
强化隐患排查

我州全力打好主汛期防汛攻坚战

甘孜日报讯 近期，我州境内降雨
增多。记者从州交警支队获悉，为确保
车辆出行安全，严防重特大道路交通事
故发生，该支队加强大风强降雨天气下
路面巡逻管控，排除交通安全隐患，力
保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据了解，州交警支队第一时间部署
工作，针对暴雨天气条件下道路可能出
现的情况和交通流量的特点，启动了《恶
劣天气道路交通管理应急预案》，及时掌
握天气变化情况，分析可能造成的交通
拥堵点段、事故多发路段，加强巡逻管
控，增加巡逻密度。

截至目前，全州各县（市）公安局交
警大队，已科学部署警力，对存在安全隐
患的路段进行了细致排查并完善了警示
标识。

为进一步做好雨天道路交通安全，

遏制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州交
警支队加强与气象、交通等部门的合作，
及时发布路况信息、天气预警，引导广大
驾乘人员合理选择出行路线。同时，要求
各县（市）交警部门及时发现急弯、陡坡
等路段是否存在路面塌陷、山体滑坡等
隐患，通过劝导、指挥车辆，保障隐患路
段的交通安全与畅通。

此外，针对雨天出行安全，州交警
支队还温馨提示：要降低车速，与前车
保持安全距离，尤其夜间行车要谨慎驾
驶；要慢打方向盘，以免车辆失控发生
危险；要停车观察情况不明或积水较深
路段，切忌超速、占道、抢行；要在出行
前提前了解天气和道路状况；要及时开
启示廓灯和雾灯，适当增大跟车距离，
保持安全车速。

州交警支队 记者 兰色拉姆

州交警支队强化雨天巡逻监控

全力确保群众出行安全

甘孜日报讯“水又涨了，难道去年水
漫街道、一片狼藉的情景要再现？”7月9日，
看着暴涨的河水，丹巴县群众很是担心。

据了解，连续降雨，已导致丹巴县
境内大渡河水暴涨，并且水位已达至警
戒水位线。面对防汛的严峻形势，8 日
晚，该县委书记何文才率公安、交通、水
务、国土、气象等部门对主城区堤防进
行巡查排查，并召开防汛应急调度会，
对雨、水情进行分析研判，并就值班值
守、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安排部署。

截至 9 日 12 时，丹巴县已转移巴
底、巴旺、梭坡三乡农户共31户、97人，
未造成人员伤亡。

9日13时，大渡河超警戒水位0.83
米、超保证水位0.28米，流量4100立方
米每秒、超警戒流量90立方米每秒，大

金川河超警戒水位 0.18 米，流量 3240
立方米每秒、超警戒流量200立方米每
秒，小金川河超警戒水位0.27米，流量
437立方米每秒，梭坡新修通乡公路部
分低洼处已被淹，革什扎镇通乡公路部
分路段被水损毁。该县交通、水务、公安
等部门迅速出动，开展抢险工作，对危
险地段进行隔离管制。

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在与大渡河
上游道孚、金川、小金、壤塘、马尔康天
气会商预测显示，未来三天普降中到大
雨，个别乡镇出现 25 毫米以上的降水
天气过程，因持续的降水天气，加之累
计降水量大，极易诱发山洪，泥石流，崩
塌等地质灾害，丹巴县将采取应急措
施，进一步加强防范。

县委中心报道组 降初泽郎 曹松

大渡河水位已超警戒线

丹巴县严阵以待防大汛

甘孜日报讯 为深刻汲取“7.02”
事故的教训，德格县突出重点、强化保
障，全力以赴抓实、抓好汛期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全力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确
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按照县委、县政府统一部署，县国
土资源局派出 6 个工作组对县城周边
进行拉网式巡排查，同时与县纪监委、
县委组织部组成2个工作组到26各乡
镇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专项督查。截
至目前，新发现地质灾害隐患点 6 处，
全县地质灾害隐患点已增加到400处。

进一步加强国土、水务、住建、安
监、气象等职能部门的协作配合，及时
互通信息，做到各司其职、联防联动、有
效组织、快速反应、高速运转。同时要求
各乡（镇）全面落实地质灾害防治责任，

加大辖区内地质灾害隐患点、危险点的
排查力度，做到全方位、不留盲点。

进一步完善防汛减灾暨地质灾害
监测预警部门联动机制和县、乡（镇）、
村、组、监测人员五级群测群防体系，严
格执行三项制度，及时发布雨情、水情
和地质灾害预警趋势和等级，逐点落实
地质灾害专职监测责任人和设立地质
灾害隐患点警示牌，落实 24 小时值班
值守和领导带班制度。一旦发生险情及
时发出预警，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

同时，督促指导各乡（镇）、各部门继
续开展防汛减灾暨地质灾害防治知识的
宣传培训、演练工作，进一步增强群众防
灾、减灾、救灾意识，确保受地灾威胁群
众面临险情能够有序、有效撤离。

县委中心报道组 曹梦

完善五级体系执行三项制度

德格县隐患排查零盲点

蔚蓝天空下，机车穿梭，人头攒动。7月7日，位于石渠县正科乡的石渠邓玛观光生态农业科技示范
园建设工地一片繁忙。“完成了多少工程量？”一踏进园区，石渠县委书记袁明光便问起施工进度。“已完
成70%。”建设方项目负责人李海江回答。“我们这里施工期只有半年，你们一定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
尽快提前工期。”袁明光叮嘱。

“风吹石头跑，四季穿棉袄，氧气吸不饱，睡觉火边烤。”被称为“生命禁区”的石渠县，是我省平均海
拔最高、自然地理条件最恶劣、经济发展困难最多的县。如何带领全县人民摆脱贫困？袁明光扮演着

“一线总指挥”的角色，用艰苦奋斗书写着“美丽石渠”。

◎川报记者 徐登林

精 准 扶 贫 进 行 时

当好生命禁区的“一线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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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明光还记得，2015 年 6 月自己刚
到石渠担任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时，从
县城到洛须镇开展工作，70 多公里的路
程，硬是在越野车上颠簸了4个小时。如
何打通发展的“肠梗阻”？他花了近4个月
时间，对全县23个乡镇进行摸底调研。随
后，石渠全面打响交通“攻坚战”。

此后，袁明光带着大家定规划、跑项
目、寻资金，每一条道路“从立项到竣工”
几乎全程参与。

2016 年，国道 215 线在石渠境内从
洛须镇到奔达乡满真村项目进行可研评
审时，袁明光才知道，争取多年的满真村
到真达乡30公里道路未纳入国道215线
延伸线。“当时，我心急如焚。”满真村到真
达乡这条路不仅辐射石渠县 2 个乡 6 个
村，而且连接了国道 345 线和国道 214
线，是出省的重要通道。

满真村到真达乡的路必须修。2017
年 8 月，石渠县自筹资金 1 亿元，开始建
设道路。可是，项目总涉及资金1.6亿元，
不足部分哪里找？袁明光多次到甘孜州交
通运输局和省交通运输厅奔走，最终省交
通运输厅给予此路150万元/公里补助。

短短３年时间，石渠境内多条国省干
线相继开工建设。仅2017年全县就投入
9353万元建成通乡通畅油路56.8公里，投
入8.06亿元完成通村通畅公路1151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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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全民的健康，就没有脱贫
奔康。”这是袁明光常挂在嘴边的一
句话。数据显示，2015年石渠县包虫
病患病率 12.9%。包虫病发病率高、
死亡率高，被称作“虫癌”。抗击“虫
癌”，石渠从基础抓起。

“犬只是包虫病的主要传染源。”
袁明光深知，开展犬只规范化管理是
根治包虫病的“牛鼻子”。

如何把染疫犬与健康犬区别开？
“经过长时间琢磨，我用上两样东西：
项圈和芯片。”袁明光说，前者实现了
犬只户籍管理，有了这个挂在狗脖子
上的项圈，狗属于哪个乡哪个村哪一
户、户主电话号码等信息一看便知；
扫一扫后者，犬只每月喂药、染病等
档案清清楚楚。

2015 年 11 月，石渠县包虫病综
合防治试点启动。面对部分群众的不
理解，袁明光带头深入寺庙、群众家
中，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讲明包虫病
的危害和传播途径、国家关于包虫病
防治的优惠政策，以及县委县政府坚
决打赢包虫病攻坚战的决心。

经过全县上下一年的不懈努力，
石渠县包虫病防治群众总体支持率
从 26%提高到 98.33%，规范管理家
犬16072只，传染源得到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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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按照县委、县政府统一安
排，袁明光成为洛须镇洛须村贫困户徐
娴脱贫帮扶的县级领导。

徐娴和丈夫离婚后带着 3 个孩子，
一家没有收入来源。袁明光结合洛须光
热条件好的优势，帮助徐娴建成一个蔬
菜大棚，每年能收入5000多元。

在袁明光看来，坚持产业发展是实
现脱贫攻坚的根本途径。通过对石渠县
情的深入调研、深刻分析，他确定了“立
足资源、建强基地、做大品牌、拓展市场”
的产业发展思路，通过“联合投资、利益
均沾”等方式吸引多方社会资本参与，全
县培育起10多家龙头企业。

作为牧业县，石渠以“支部+合作
社+牧民”形式，为每个贫困村投入50万
元产业培育启动资金，引导贫困村组建
专业合作社108个，大力发展牦牛养殖、
牛肉和奶产品加工，目前成为牧民脱贫
增收的主要路径。

石渠也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现代农
业产业扶贫项目石渠邓玛观光生态农业
科技示范园，集农业现代化生产、休闲观
光旅游、科技示范推广等功能于一体。“按
袁书记安排，项目一边搞基础建设，一边
试种果蔬，西瓜再等一个月就可上市。”石
渠县太阳部落农畜土特产产品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万绪高兴地说。

◎县委中心报道组 张德禧/文
胡英强 拉尔布拉姆/图

8 日，到成都办完事后，四川
文盛开发农业公司的老板郭文君
一大早就忙着赶回道孚县八美
镇，“再过几天就是给志麦通村、
中古村、雀儿村和卡玛村村民支
付每月在莴笋基地务工工资的日
子了，这事不能耽搁。”而此时在
道孚县百公顷高原莴笋基地，卡
玛村村民巴桑和几个同伴正将黑
色的遮阳网收集备用，遮阳网下
嫩绿的莴笋苗已长高 10 多厘米，
一丛一丛十分繁茂。

一直以来，八美镇都以青稞
为主要作物，产值不高，群众增收
困难。年初，镇党委政府引进了四
川文盛开发农业公司和四川联农

公司，采取“公司+基地+村民”模
式，在八美镇发展露地莴笋。经过
检测土地酸碱度、日照时长、气候
海拔和查阅水文资料，在中古、沙
江、雀儿、卡玛和志麦通五个村以
480 元/亩流转了 2000 亩土地种
植莴笋，并将志麦通村、瓦西村、
河垭村和中古村四个贫困村每村
20 万元的产业扶持金分别入股
到这两家公司，确保年底有 10%
的保底分红。同时，镇里还安排村
民轮流到基地务工，每天以 100
元的工资计算，实行每月结算。

“从 4 月份开始，我和村里的
同伴就在基地忙碌，以前都是种
青稞，现在种莴笋，像播种、育苗、
除草等很多东西都是从头学的，而
且播种完成后，我们要立即覆盖上
遮阳网，实现保温、保水、保肥、除

草和光合作用的功效。5个月后，八
美镇首批成熟的莴笋将上市销
售。”村民泽绒志玛告诉笔者。

笔者在现场看到，流转的土
地大部分覆盖着黑色的遮阳网，
明媚的阳光照在上面不时反射着
些许亮光，部分早些时候种下的
莴笋已经破土而出且长势喜人，
村民们逐一揭开遮阳网，为的是
让这些莴笋更好的生长。郭文君
告诉笔者，为了保证莴笋的生长，
县委县政府投入资金，建设网围
栏避免野生动物来破坏，同时，还
建起水渠蓄水池保证基地的灌溉
用水。以他多年的种植经验判断，
八美生长的莴笋品质和色泽都是
难得一见的优质品种，预计今年
亩产将在 9000 斤左右，按照市场
目前批发价 2.4 元/斤计算，一亩

土地的收入为 21600 元，除去种
子等农资和人力成本，一亩莴笋
的净利润为 13600 元左右。

“种植莴笋是我们推进乡村
振兴、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一次
尝试与探索，这样不仅是顺应市
场消费需求，更是农业提质增效、
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基地
的适度规模化经营也让更多的人
学习到科学种植方法与技术，让
精耕细作的种植深入人心，加快
提升种植业的‘造血’能力，助力
贫困群众脱贫。预计今年五个村
72 户 305 人土地流转人均增收
3147.5 元，参与劳务的 1200 余人
人均增收 708.1 元，河亚村 62 户
299 人入股分红增收 133 元，瓦西
村 132 户 523 人入股分红增收 76
元。”八美镇党委书记登批说。

一亩莴笋万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