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省级救灾应急响应升为Ⅱ级，防御第19号台风“苏力”通知发布

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山东环保督察组

全面进驻17市开展督察工作
公布举报电话

□记者 周艳 报道
本报济南8月22日讯 8月21日下午，山东省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

督察济南市工作动员汇报会召开，至此，17个省环保督察组已全部进
驻17个被督察和“回头看”的市，标志着山东省第二批环境保护督察
及第一批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工作全面展开。

据了解，经省委、省政府批准，本次环保督察和“回头看”共组
建17个督察组，分别对济南、德州、青岛、烟台、威海、枣庄、临沂
7市开展环保督察，对淄博、滨州、潍坊、东营、济宁、菏泽、聊
城、泰安、日照、莱芜10市开展环保督察“回头看”。

环保督察和“回头看”进驻时间均为20天左右。其间，各督察组
都在各市设立了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详见《山东省环境保护督
察组进驻情况一览表》），受理被督察市生态环保方面的来信来电举
报，受理信访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00至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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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情况一览表

组 别 组 长 副组长
被督

察市
进驻时间 信访举报电话 邮政信箱

第一组 潘振文 姚云辉 济南 8月22日-9月10日 0531-58532647 济南市第1016
号邮政信箱

第二组 亓同秋 孙松青 德州 8月20日-9月8日 0534-2282227 德州市第11
号信箱

第三组 张传亭 周 杰 青岛 8月20日-9月8日 0532-82892010
青岛市9810号
邮政专用信

箱

第四组 王 信 管言明 烟台 8月20日-9月8日 0535-6658101 烟台市99号
信箱

第五组 王 信 李成金 威海 8月20日-9月8日 0631-5216079 威海市65号
信箱

第六组 段伯汉 杜贞栋 枣庄 8月21日-9月9日 0632-8898936 枣庄市106号
邮政信箱

第七组 段伯汉 鞠振平 临沂 8月20日-9月8日 0539-7636712
临沂市兰山
区A172号信

箱

第八组 张士昌 张焕军 淄博 8月20日-9月8日 0533-2808105
淄博市第

A053号邮政
信箱

第九组 张士昌 陈清华 滨州 8月21日-9月9日 0543-3160987 滨州008号信
箱

第十组 董书华 刘 伟 潍坊 8月20日-9月8日 0536-8098360 潍坊市第1808
号信箱

第十一
组 董书华 董怀俊 东营 8月21日-9月9日 0546-8062507 东营市第60

号信箱

第十二
组 陈绍民 李 峰 济宁 8月20日-9月8日 0537-2160758 济宁市第169

号邮政信箱

第十三
组 陈绍民 李传府 菏泽 8月20日-9月8日

0530-5508329
0530-5508325

菏泽市第16
号邮箱

第十四
组 潘振文 张增胜 聊城 8月20日-9月8日 0635-5181003 聊城市第68

号信箱

第十五
组 亓同秋 史亮峰 泰安 8月21日-9月9日 0538-8877712 泰安市12369

信箱

第十六
组 徐 航 王仁堂 日照 8月20日-9月8日 0633-2188071

日照市邮政
专用信箱
A0127箱

第十七
组 徐 航 王仁堂 莱芜 8月21日-9月9日 0634-6110289 莱芜市A001

号邮政信箱

□记者 齐静 方垒
李振 报道

本报济南8月22日讯 受第18号台
风“温比亚”影响，我省出现大范围
强降雨，造成潍坊、东营、菏泽、泰
安等13市遭受严重台风灾害，我省省
级救灾应急响应提升为Ⅱ级。记者从
省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获悉，我省于今
天发布《关于做好第1 9号台风“苏
力”防御工作的通知》，继“摩羯”
和“温比亚”之后，我省再度面临防
汛防台风工作严峻考验。

截至8月22日16时统计，第18号台
风“温比亚”造成全省508 . 9万人受
灾，18人死亡，9人失踪；紧急转移安
置18 . 39万人，需紧急生活救助4 . 21万
人；农作物受灾面积59 . 11万公顷；倒
塌房屋12243间；直接经济损失120 . 8
亿元，其中农业损失73 . 34亿元。

潍坊市灾情最重。截至8月22日16
时统计，潍坊市147 . 69万人受灾，死
亡 1 0人，失踪 6人，紧急转移安置
17 . 08万人，需紧急生活救助3 . 17万
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4 . 25万公顷；倒
塌房屋9999间；直接经济损失92 . 53亿
元，其中农业损失45 . 58亿元。

8月20日10时，省减灾委、省民政
厅启动省Ⅳ级救灾应急响应，20日16
时提升为省Ⅲ级救灾应急响应，22日
18时再提升为省Ⅱ级救灾应急响应。
省减灾中心第一时间启动《省减灾中
心救灾应急预案》，按照预案要求，
做好救灾物资调运各项准备工作。全
体人员定岗定位定责，保持救灾设备
状态良好，做到24小时单位值守。

21日下午，第一批救灾物资从济南
省级本库、潍坊代储库发往寿光市，共
调运救灾物资棉被4000床、毛巾被9990
条、发电机和场地照明设备4台、应急手
电1000只，价值93 . 95万元。

22日晚间，根据省减灾委和省民
政厅调拨指令，紧急调拨第二批救灾
物资，从济南省级本库、滨州代储
库、临沂代储库三地发往青州市，共
计单帐篷1900顶、棉帐篷700顶、棉被
8600床、毛巾被6010条、折叠床1600
张、发电机和场地照明设备1台、应急
手电1000只，价值560 . 17万元。截至
目 前 ， 省 减 灾 中 心 共 调 拨 总 价 值
654 . 12万元救灾物资。

省民政厅已派出2个救灾应急工作
组，赴潍坊、菏泽、济宁等地查核灾
情，协助灾区开展救灾工作。省级财
政向潍坊、菏泽、济宁、东营、泰安
等重灾地区下拨1100万元救灾应急资
金。灾区各级政府累计投入救灾资金
5000余万元、救灾物资折款600余万
元，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灾情发生后，省红十字会按照自然
灾害应急预案，立即启动四级应急响
应，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报告我省受灾
情况，争取救灾物资支持。截至8月21

日，已向潍坊、临沂、菏泽等11个受灾市
调拨毛巾被3000床、毛毯1200件，服装
1000件、赈济家庭包5000个、帐篷300
顶，物资价值共计199 . 3万元。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19号台
风“苏力”中心位于日本九州岛西南
方向约440公里，风力15级（48米/
秒）。预计“苏力”将以每小时20公
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可能
对山东造成影响。我省今天发布的
《关于做好第19号台风“苏力”防御
工作的通知》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
要充分认识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的极
端重要性，密切监视台风“苏力”发
展变化，切实落实防汛防台风责任，
加强预测预报预警，强化应急值守和
会商分析，及时发布防汛预警。同
时，要抓紧对各类水利工程进行拉网
式排查，科学安排水毁修复工作，对
防洪位置重要、工期短、见效快的修
复项目要抓紧时间修复；对不满足修
复条件的，要抓紧落实安全度汛应急
措施。密切监测高水位运行的水利工
程，严格执行水库汛期调度运用计
划，根据水情预报提前预泄。要切实
做好河道安全行洪和排涝减灾各项工
作，及时开启拦河闸坝，确保河道行
洪通畅。要加强工程联合调度，强化
上下游信息沟通，提前转移受威胁群
众，避免因调度不当造成灾害损失。

□ 本报记者 李明 谭佃贵
李子路 张晨 毛鑫鑫

东营小伙四进四出积水区

“要不是遇到小孟，还真不知道怎
么办才好，当时的感觉就俩字，无
助！”回想起8月19日晚上的情形，李
志明记忆犹新。那晚暴风雨席卷东营，
20时30分左右，李志明驾轿车从潍坊老
家赶到东营，行驶到东四路中央豪庭小
区门口附近时车便在积水中熄了火。

“当时公路上积水很严重，几乎与
路沿石齐平，车上有9个月大的女儿还
有我妈和媳妇儿。”李志明回忆说，他
只好让爱人操控方向盘，自己把车推到
路边。这里距离他们小区还有6个路口
的距离，一家老小回家成了大问题。

由于车上只有一把伞和一个雨披，
李志明便让爱人穿上雨披裹着孩子，母
亲撑伞，准备步行回家。可刚走了一会
雨伞便被风吹折了。

“去哪？我捎你们一段。”这时，
一辆小货车在路边停了下来，车上一个
小伙子向他们大声说道。“太好了，我

们正不知道怎么办呢。”李志明赶紧回
答。积水中小货车走的也并不顺畅，几
次差点熄火，二十多分钟后终于把李志
明一家送到了单元门口。

“真是太感谢了，留您个电话吧，
回头真得好好谢谢您。”下车前李志明
说。“没事，我就是顺路，这都不是
事。”小伙子推辞说。最后耐不住李志
明的反复“纠缠”，小伙子便留下了名字
和电话，李志明才知道小伙子叫孟凡业，
并不顺路，他们是他今晚送的第四拨人。

送完李志明一家，孟凡业回到家已
经22时，而自己的小货车刚进小区门口
发动机也出现故障抛锚了。

“幸亏回小区才坏的，要不我也回
不了家了。”孟凡业开玩笑说，那晚帮
了那么多人，它受点小“伤”也值了。

晚间两小时紧急大撤离

位于临朐和青州交界处的黑虎山水
库，因之前多次降雨和接纳西南部山区
淌下来的水流，已基本处于饱和状态。
19日，“温比亚”带来的强降雨让这座
水库的水位线不断上涨，已经逼近警戒
线，亟待增加泄洪量，保障水库安全。

为此，潍坊市、临朐县两级防汛指
挥部在当日连续下达沿线村庄群众撤离
通知。接到上级的撤离通知，临朐县城
关街道迅速在各村建立指挥部，街道机
关党员干部全部分配到各村，与村党员
干部、村民小组组长一起，组织了16个
撤离小组，挨家挨户上门下通知，挨家
挨户作动员帮助群众快速撤离。

65岁的北五里庄村民张广洲，在村
干部张青山敲门下通知时，正与老伴准
备吃饭，“只知道这两天雨水大，谁知
道还有这危险啊。如果没有村干部来下
通知，等水上来了，跑都跑不了。”他告诉
记者，关键时刻，还是要看党员干部。

南亭子村55岁的村民六组组长王廷
珍，在三次上门做73岁村民闵庆英撤离
工作没做通的情况下，看着已上升到膝
盖的水位，王廷珍第四次来到闵庆英
家，硬是连拉带拽把她带到了安全区
域。“那时整个村里空荡荡的，水位看
得见在上升，心里也害怕，但不能眼睁
睁地看着她被困洪水中，万一水位再升
高，人可能就没了。”王廷珍说。

从晚6时接到通知，到晚8时正式增
加泄洪量，临朐城关街道800多名镇村党
员干部和村小组长全部动员起来，坚守

在泄洪河沿线的北五里庄、南亭子村等7
个村庄防洪救灾一线，挨家挨户下通知，
挨家挨户作动员，仅用两个小时就撤离
群众12449人，没有出现一人伤亡。

寿光两名辅警英勇抢险时

落水失踪

8月20日凌晨2时，在寿光市孙家集
街道岳寺里村弥河岸边，辅警孙超和魏
泽坤在执行救援任务时不幸被洪水冲
走，截至23日21时，两人失踪已近70小
时，目前来自滨州、德州等10个城市的
75名救援队员正在分段下水搜救。

暴雨中受困被救援的金先生，对两
位辅警充满了感激和敬佩。19日晚，金
先生担心雨水倒灌进自家果园，来到果
园查看。眼看着雨越下越大，他冒着大
雨开车尝试离开，驶出不远便无法动
弹，只好打电话报警求助。最终，救援
人员将他救出险境。等金先生被救到派
出所之后，才听说有两名参与救援的辅
警失踪。“我很感激他们，他们冒着生
命危险来救我，他们都是英雄，希望他
们能平安归来。”

茫茫洪水中，有一种力量感动人心
首届“创业齐鲁·共赢未来”

高层次人才创业大赛开幕
创业企业类人才胜出

直接纳入泰山产业领军人才遴选程序

（上接第一版）当晚，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将为各国领导人夫妇
举行欢迎晚宴，共同观赏文艺演出。9月4日全天举行中非领导人圆桌
会议，习近平主席和论坛非方共同主席国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将分别主
持上下午两个时段的讨论。中非领导人将就中非关系发展以及共同关
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会议将通过《关于构建更加紧密
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
（2019－2021年）》。圆桌会议后，习近平主席将同拉马福萨总统、
新任论坛非方共同主席国领导人共同会见记者，全面介绍此次峰会成
果。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还将分别同出席峰会的外方领导人举行双
边会谈会见。

王毅指出，今天，中非合作论坛已成为中非合作的响亮品牌，也
成为引领国际对非合作、提升南南合作的一面旗帜。我们期待北京峰
会取得以下四个方面重要成果：第一，峰会将发出构建更加紧密中非
命运共同体的新呼唤。第二，峰会将谱写“一带一路”对接非洲发展
的新乐章。第三，峰会将制定中非合作朝着更高水平迈进的新路径。
第四，峰会将奏响中非人民心手相连亲如一家的新旋律。

□记者 王亚楠 通讯员 刘瑛 报道
本报青岛8月22日讯 今天，山东省首届“创业齐鲁·共赢未来”

高层次人才创业大赛在青岛开幕。本届大赛由省委组织部、省科技
厅、省财政厅共同举办，旨在对接新旧动能转换“十强”产业升级泰
山人才工程，改变泰山产业领军人才科技创业类遴选方式，探索通过
“以赛代评”方式，广泛遴选支持海外内高层次人才落户山东、创业
发展，除已经创办企业的领军人才外，尚未创办企业但具备核心技
术、已经组建了创业团队的人才也可参赛。

大赛自5月初启动，吸引了省内外大批高质量项目和人才团队参
赛，484人申报参赛。经过形式审查、网络初评等程序，最终有264名
选手进入领域决赛，其中创业企业类178人，创业团队类86人。领域
决赛将分4个赛区，在青岛、烟台、潍坊、济南4市先后举办。

据悉，对于在大赛中胜出的创业企业类人才，将直接纳入泰山产
业领军人才遴选程序，按规定程序认定后，享受泰山产业领军人才科
技创业类有关政策；对在大赛中胜出的创业团队类人才，给予泰山产
业领军人才科技创业类候选资格，在大赛结束后一年内在我省注册成
立企业，将按程序直接认定为泰山产业领军人才，享受创新创业人才
支持政策。同时，对所有入围大赛决赛的各类人才企业，省新旧动能
转换基金、省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将给予重点支持，并享受知识产权
质押融资补贴、科技成果转化风险补偿、小微企业升级高新技术企业
财政补助等普惠性政策支持。

□记者 张环泽 报道
本报枣庄讯 台儿庄区涧头集

镇、张山子镇受台风影响，引发了强雷
电、强降雨、水涝等灾害，其中涧头集镇
谷庄村、张山子镇官庄村遭遇龙卷风袭

击，群众房屋、基础设施、农作物等损害
严重。灾情发生后，区民政局及时筹措
资金，妥善安置受困群众。据统计，共发
放棉被120床、面粉125袋、大米125袋、食
用油125桶，帐篷6顶。

□记者 王洪涛 报道
本报临沂8月22日讯 记者今天从

临沂市民政局获悉，此次台风造成蒙山
度假旅游区、蒙阴县、河东区、沂南县、沂
水县、费县、兰陵县、莒南县、临沭县9个
县区受灾。全市受灾人口71014人，紧急
转移安置607人，无人员伤亡；房屋倒塌
440间，严重损坏384间，另有1789间房屋

进水或一般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7216
公顷，以玉米、花生、桃树、花椒为主，成
灾面积4992公顷，绝收面积1965公顷；因
灾死亡大牲畜172只，因灾死亡羊458只，
直接经济损失共1 . 9亿元。灾情发生后，
各级民政部门积极做好困难群众的紧急
转移安置，并积极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自
救。目前灾情还在进一步统计中。

□记 者 吕光社 赵德鑫
通讯员 乔志宇 报道

本报鱼台讯 17日夜至19日20时，
鱼台县普降暴雨，平均降水量328 . 7毫
米，最大点为385 . 3毫米，为建国后的最
大值，全县田间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积
水，特别是旱田区农作物受到较大影

响。鱼台县迅速启动应急措施，县级领
导全部到包保镇街指导防汛，各级防汛
责任人立即到岗到位，做好防汛物资、
资金、队伍和防洪调度工作。广大党员
干部冲在排涝救灾一线加强人员疏散、
救灾抢险等应急措施，及时转移受灾群
众，做好安置安抚工作。

临沂市积极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自救

鱼台县强化防汛隐患排查处置

枣庄市台儿庄区向受灾群众发放救灾物资

88月月2222日日，，武武警警官官兵兵徒徒步步为为青青州州市市王王坟坟镇镇交交通通不不便便的的受受灾灾群群众众运运送送救救灾灾物物资资。。（（CCFFPP供供图图））

□石如宽 袁方 报道
8月22日，潍坊滨海区救援人员用被子和救生圈组成的简易救援工具将一名身体瘫痪的妇女救了出来。

受灾地区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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