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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晶 通讯员 杨胜男 报道
本报东营讯 8月16日，在东营市河口区

新户镇盐场，各盐业企业正开展盐场排水作
业，渔业养殖企业则调用重型机械对防潮
堤、养殖池坝进行修复。这是河口区尽快恢
复灾后秩序、力争将损失降到最低的缩影。

“我们首先要用挖掘机，打上土坝，然
后用石头、混凝土一步步的完善，防止淡水
倒灌，同时海参塘虾塘这一块都要消毒处
理。”山东华春渔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同
华介绍。

山东华春渔业有限公司养殖基地位于新
户镇的最北端，紧邻渤海，“利奇马”的侵
扰让企业的部分堤坝发生了严重垮塌，企业
遭受了严重损失。据统计，“利奇马”共造

成新户镇4000余米防潮堤受损，损毁虾池5 . 3
万亩，损毁养殖池内坝5 . 5万米，20余万亩盐
场全部受灾，盐坨、结晶池化盐估计在27万
吨以上，盐场卤水盐度下降，经济损失6600
余万元。盐业、渔业合计经济损失 2亿多
元。

针对区域内渔盐企业受灾情况，新户镇
派出多个抗灾救灾小组分赴受灾严重的渔盐
企业，指导和帮助救灾工作，帮助各企业渡
过难关。

“目前全镇已经全面转入到灾后自救阶
段，通过发动广大的党员群众，不等不靠迅
速行动，全面恢复生产，力争在最短的时间
内把各项损失降到最低。目前我们本着长短
结合的原则，短期之内先发动广大的企业，

尽快把一些坝堤的决口进行封堵，保证在短
期之内恢复到渔业的生产阶段。长期之内，
我们目前已形成了有关的正式的议案，向区
政府进行了汇报，力争将防潮堤的建设列到
议程中来。”河口区新户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孙杰表示。

在企业与群众积极进行自救的同时，河
口区也积极协调保险行业，对群众受灾的作
物等进行理赔。

河口区新户镇南李村村民孙书亮种植的
15亩苹果树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孙书亮
对这片苹果地倾注了大量心血，前段时间苹
果套袋20余万个，眼瞅着苹果一天天地变
大，满是即将收获的喜悦。而一场台风过
后，苹果落了一地，看着满地的苹果孙书亮

既无奈又无助，人保财险河口支公司接到报
案后，冒雨赶赴现场查勘灾情，并指导帮助
孙书亮对部分果树扶正。

“现在，我们正在积极帮助受灾群众整理
材料，对受灾作物等进行理赔。”河口区金融发
展服务中心非银行股股长周敏介绍道。

据介绍，目前河口区各级各部门正在全
力开展各项救灾恢复工作。截至目前，全区
出动人员6744人、车辆机械286台，使用编袋
3 . 36万条、柴油20 . 85吨、砂石料572方，共计
投入资金546 . 7万元，农田排水完成18 . 9万
亩。同时全面排查水毁工程，制订修复方
案，通过简易程序确定施工企业。目前，受
到影响的企业40家，现已恢复生产31家，预
计损失527 . 6万元。

□ 本报记者 贾瑞君 李 明
本报通讯员 王 敏 潘志远

8月17日，在利津县利津街道綦家夹河村
丝毫不见灾后的萧条，目光所及皆是一片熙
熙攘攘热闹景象。记者看到，有的人在果摊
前挑选葡萄、桃子，有的人携家带口提着采
摘的葡萄准备离去，每个人都收获满满。

“今天綦家夹河村举办文化旅游节，有
精彩的歌曲、舞蹈、魔术表演，更有激动人
心的抽奖环节，非常热闹。趁着周末，我带
着孩子和家人一起来摘葡萄，也让孩子体验
一下原汁原味的田野风光和劳动采摘的乐
趣。”来自垦利区的丁倩倩手提着两大袋葡
萄边走边笑着说。

站在黄河大堤上，放眼望去，堤下是綦
家夹河村的葡萄园，星罗棋布。别人还在忙
着恢复生产，綦家嘴乡村文化旅游节却举办
得如火如荼。在更为容易受涝的黄河滩区，
为何这的葡萄园地里没有任何积水，而且如
此干爽？

走在地里已经干透的葡萄园里，摘一颗
葡萄，浓郁的果香弥漫。“你们这里没有遭
灾吗，怎么地里没有一点积水？”听到记者

的疑问，村党支部书记杨振河笑了笑说：
“别的地方下雨，俺们这里咋会不下？我们
就是比别人提前多做了点儿工作。”

“去年，村里280亩桃树几乎全军覆没，
只剩下了20多亩。”杨振河回忆，不少村民
都等着一年一度的文化旅游节鼓鼓腰包，一
场大水却让村民大半年的努力化为泡影。
“如果水不能及时排出去，葡萄树泡上三天

就死了，葡萄也臭了，桃树泡一天就会坏
掉。”

今年，綦家夹河村汲取教训，提前完善
了基础设施。5月份，该村就安装了40公分的
灌水管道4000多米，排水管道1000多米，保障
旱能浇涝能排。“旱的时候，咱这1000亩
地，只要安上高压泵，黄河水一分钟就能到
任何田间地头。台风来的时候，又加设排水

泵，保障水都能排出去，我们不能让村民的
累白受，还要让采摘节按时举办，让咱种的
水果卖上好价钱！”杨振河说，台风期间他
带领村两委、群众72小时没睡觉连轴转，冒
着疾风骤雨安装了排水泵及时排水，做到了
雨停水净，让1000亩果园没有一亩地受涝。

自2014年以来，綦家夹河村每年都举办
綦家嘴葡萄采摘文化节，尽管受台风影响，
今年以“果香綦家嘴，印象东津渡”为主题
的东津渡文化旅游季暨第六届綦家嘴乡村文
化旅游节亦如约而至。“本次綦家嘴乡村文
化旅游节将文艺演出、篝火晚会、田园诗会
等文化艺术形式进行了充分融合，进一步树
立了綦家嘴葡萄采摘节的品牌形象，扩大了
綦家嘴果蔬农民合作社的知名度、美誉度，
展现出东津渡康养度假区优美的自然风光、
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日趋浓郁的人文气
息、硕果累累的丰收景象。”杨振河脸上堆
满了笑容。

有备则无患，灾害面前不打无准备之
仗，大灾也能迎来大丰收，据统计，截至8月
19日，自綦家嘴乡村文化旅游节举办3天以
来，共接待游客16000余人次，卖出葡萄28000
余斤。

□ 本报记者 贾瑞君 李 明
本报通讯员 黄晓伟 孙孟建

8月18日，位于广饶县大王经济开发区的
东营市宏盛橡胶科技有限公司，一辆满载轮
胎的卡车正徐徐开出厂区，这批产品将运往
港口，直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迪拜，这是该
企业灾后启运的第一批橡胶轮胎，共计15万
条。

几天前，受暴雨影响，宏盛橡胶厂区积
水最深处超过50公分，企业停产。“台风到
来后，暴雨下个不停，由于厂区地势较低，
积水比较严重。”宏盛橡胶科技有限公司生
产经理韩圆说，好在企业提前做好了准备，
预备了4台大型抽水泵和1500条沙袋。企业迅
速组织车间职工开始排水、填装沙袋等工
作，车间和库房基本没有积水。

为了安全起见，企业果断停产，公司管
理层全员盯上，组成200余人的应急队伍，做
好排水工作的同时，对厂区所有车间、设备
进行了检修。8月17日，在大王镇相关工作人
员到企业进行了开工前的安全判定后正式恢
复生产。

开工后企业的第一件事便是集中力量赶
制订单。韩圆说：“在大家的帮助下，我们
积极采取应急措施，将积水及时排出。加班
加点，把这批订单赶了出来，确保了按时交
付。”

8月18日，记者在大王镇采访时了解到，
受台风影响，全镇有40家企业停产。截至当
晚8点，停产企业中已有28家恢复正常生产。

“今年的台风降雨量比去年大很多，但
相比去年，我们企业的损失却小很多。”山
东皓宇橡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跃云告诉记
者，在党委、政府的帮助下，企业提前准备
了300立方米防洪沙、50把铁锹，还购买了2台
柴油排水泵、5台消防泵，确保厂区积水快速
排出，有效降低了损失。

为应对台风灾害，东营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专门成立了全市工业抢险救灾工作专班，
提前摸排情况，根据化工、橡胶、有色金属

等行业特点，针对典型共性问题提出行业抢
险救灾思路措施。积极指导企业开展抢险自
救，帮助企业恢复正常生产，并全力落实帮
扶服务措施，为企业提供了有力支持。

台风“利奇马”给东营市带来了暴雨和
大风，单日最大降水量刷新了有气象记录以
来最大值。面对罕见的强台风，全市各级各
部门积极应对，整合多方力量，开展救援、
恢复生产生活。

目前，东营市中心城区交通已恢复正
常，针对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农作物出现倒
伏的实际，东营市农业农村局组织专家指导
组进行紧急会商，组织机械和人员开展农田
排水作业并搞好受灾作物管理，及早预防农
作物病害发生。此外，相关部门积极与各农
资经营店联系，做好农药、种子、化肥等救
灾物资调剂准备，满足灾后恢复生产的需
要。帮助农户协调4家农业保险承保机构，做
好定损理赔准备。

关键时刻考验担当作为，重要关口彰显
意志品质。在危难时刻，东营市党员干部挺
立一线筑起“战斗堡垒”，全力以赴抢险救
灾。他们坚守抢险救灾一线昼夜作战，千方
百计排除险情，及时转移群众，解救危难群
众，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生活，把物资
送到受灾群众手中，把重建家园的信心传递
给群众。

8月17日下午3时，广饶县广饶街道在颜
徐学校和乐安中学两个集中安置点的东北
西、马疃和高赵刘等3个村的406名村民返回
家园。至此，广饶街道1123名集中安置群众
已平安返回家园。

在东北西村，村民们正忙着收拾被洪水
浸泡过的家园。尽管损失不小，但村民们却
十分“淡定”。信心来自哪里？回忆过去6天
的经历，村民李明辉说，街道上和村里的干
部，在紧急撤离时最后离开；在安置点他们
在最短的时间把我们都安顿好；回来之前，
他们又把村里打扫得干净卫生……“在每个
关键时刻，都看得见他们，我们心里很踏
实。”

超强台风“利奇马”是一场灾害，也是
一块“试金石”，是对工作水平、工作能力
和工作作风的一次全面检验。针对去年“温
比亚”台风暴露出的问题，东营市启动实施
中心城无内涝城市建设工程，坚持多做河
道、少做管道，让雨水就近入河，在这次防
汛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台风到来时，全市
上下严守阵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用保护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实际行动展现着为
民初心、践行着职责使命。

然而，虽然经受住了考验，却也感受到
了痛点。城市基础设施短板需要拉长，部分
区域规划建设“重地上，轻地下”，排水系

统脆弱，内涝依然严重，离无内涝城市建设
目标相去甚远。水利基础设施欠账需要补
齐，水利设施和水利工程投入不足、年久失
修、老化严重，且普遍存在设计排涝标准偏
低、排涝闸规模小、排涝泵站数量少、排涝
工程布局不合理等问题，严重影响防洪排涝
能力。

在总结中反思，在反思中前进。8月18日
下午，东营市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加强水
利基础设施和无内涝城市建设。统筹做好防
汛抗旱工作、补齐水利基础设施短板、推进
无内涝城市建设、不断提升全市水旱灾害防
御能力成为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

会议提出，把水利基础建设摆上重要位
置，抓住用好机遇，积极争取支持，加快建
设一批水利设施和水利工程，补齐全市水利
基础设施短板。以“涝能排”为目标，对全
市重点河道进行全面梳理，全面提升防洪泄
洪能力；以“旱能浇”为目标，清淤疏浚河
道，修葺加固沟渠，更新改造泵站，不断提
升引蓄灌溉黄河水的能力。

记者了解到，为提升城区行洪排涝能
力，当前东营市正在推进中心城无内涝城市
建设工程。水系贯通和雨水泵站提升改造工
程计划于今年年底前完成工程建设任务，沿
河小区雨水就近入河改造工程和集中纳洪调
蓄湿地工程计划在2020年12月底前完工。

□ 本报记者 李 明
本报通讯员 谭 芳 李文华

8月17日，又是一个晴朗的天气，走进广饶
县大王镇书房刘村，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各家各户
门外堆积和晾晒的衣物、家具、粮食等，不时有
村民抱着被褥和衣服从家中走出来。“家里的垃
圾及时清理了吗、消毒液领取了吗……”在农户
张星华家中，延集社区书记景洪涛关切地询问
道。张星华家位于书房刘村西头，地势比较低，
在这次台风中受灾比较严重，所以景洪涛专门过
来询问下灾后自救情况。“村里会统一安排进行
消毒防疫，咱自己家里也一定要记得消消毒。”
临走时，景洪涛叮嘱道。

如今大王镇已进入灾后恢复生产阶段，景洪
涛所负责的延集社区是受灾最严重的片区，所以
灾后自救任务也最重。连日来，景洪涛在辖区内
走街串户，指导各村进行灾情统计、消毒防疫、
农田排水等问题，遇到群众提出问题和困难时，
他赶紧记录到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

“在担任社区书记之前，我干了多年的村党
支部书记，村里大事小情比较多，群众反映的问
题也比较琐碎，所以养成了随身携带笔记本做记
录的习惯。”在景洪涛看来，“小本本”的根本
作用是要让自己从心底里记住群众的困难，切实
解决这些困难。一年下来，他能记录四五本厚厚
的笔记本，而且凡是他主持召开的会议，也要求
参会人员必须带好笔记本做好记录，因此得名
“本本书记”。

在景洪涛的笔记本上，有一个“延集社区
‘利奇马’台风灾后工作安排十条”，被辖区内
各村视为“自救宝典”。“1、抗洪队伍不解
散，转为灾后各项工作落实工作队；2、帮助积
水户、受灾户排水、清理等急需事项；3、村委
统一购置消毒喷雾器，统一组织人员进行全村、
大街、巷道、村周边、农户院内消毒……”每一
条既具体又详细，让辖区内的灾后恢复生产工作
井井有条。“8月13日上午，我们社区就灾后工
作进行了全面安排。因为有去年的经验，所以我
自己总结了十条，然后整理打印出来后分发给各
村，要求逐条对照落实到位。”景洪涛介绍道，
目前各村灾情统计已经完成，农田积水正在抽
排，消毒防疫工作有序开展，确保村民尽快恢复
正常生产、生活。

一直在基层工作的景洪涛，深知在灾害面
前，村干部的行动直接影响着群众的情绪，所以
在抗洪抢险救灾过程中，景洪涛始终坚守一线，
哪里水最深他就忙碌在哪里，三天两夜不眠不
休，不仅指挥应急队、村干部及时转移受灾群
众，而且开着自家轿车在洪水中转移群众，造成
车辆受损。“我这车真是出力了，受灾的时候一
直帮着转移群众，灾后我又一直忙着恢复生产工
作，所以到现在我也没来得及去修理和清洗。”
看着自己的爱车，景洪涛面露一丝愧疚。然而，
让景洪涛深感愧疚的还有自己的父母和妻儿。自
己家里也因洪水受灾，他却没有时间回家看一
眼。“灾难面前，个人的事不算事。我们社区11
个村1 . 2万多群众，我们干部就是他们的主心
骨。只有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上，才能被群众认
可。”景洪涛用行动赢得了群众的称赞。

□陈海涛 李广寅 报道
本报东营讯 8月9日，东营市卫生健康委接

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台风Ⅲ级应急响应
后，有力、有序、科学做好卫生健康系统抢险救
灾工作，确保“灾后无大疫”。

截至8月17日，东营市累计派出医疗队126
支、卫生防疫队167支、卫生防疫人员838次、灾
区诊疗4754人次，累计投入消杀药品17 . 3吨、消
杀面积807 . 8万平方米，发放宣传品11 . 7万余份，
确保群众健康安全。未接到重大突发事件医疗救
援事件和重大疫情报告，东营市疫情呈平稳态
势。

台风过后，东营生产生活稳步恢复

不断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

抗灾之后，乡村文化旅游节如约而至

尽快恢复秩序，力争将损失降到最低

◆台风“利奇马”已经远

去，东营市社会各界依然在携手

并进，尽快恢复生产秩序、生活

秩序、社会秩序，力争把受灾损

失降到最低，生产生活正稳步恢

复。

□李伟涛
李明 报道

8月14日起，大
王镇迅速展开灾后卫
生防疫工作。截至15
日下午5点半，卫生
防疫第一阶段已全面
完成。

图为防疫人员在
东张庄村进行卫生防
疫。

“本本书记”的
“自救宝典”

126支医疗队
确保“灾后无大疫”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闫雯雯 报道
本报东营讯 面对台风“利奇马”带来的灾

害，8月14日，东营市红十字会发布《关于支援
台风受灾地区募捐呼吁书》，呼吁市民伸出双手
支援救灾，帮助受灾地区早日渡过难关。8月15
日，东营市交通局、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市红
会等7家爱心单位组织的向台风受灾地区集中捐
款活动如期开展，300余名干部职工集中捐款4万
余元。

针对募集的款项，东营市红十字会将按照
“公开、公平、公正、透明”的原则和专款专用
原则，将全部资金用于救助受灾群众，募集资金
情况和使用情况将在东营市红十字会官网公示。

东营红十字会
发起募捐活动

□李明
王敏 报道
綦家嘴乡村

文 化 旅 游 节 现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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