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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红会全面部署防汛救灾工作
本报讯 （宁红）7 月 14

日，宁夏红十字会领导及有关
部门负责人参加了全国红十字
系统防汛救灾工作视频会议，
随即召开防汛救灾工作部署
会，就当前防汛救灾工作进行
全面部署。

会议指出，全区各级红十
字会必须把传达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进一步做好防汛
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
国红十字系统防汛救灾工作视
频会议要求，把抓好防汛救灾
工作责任落实，确保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提上重要工作日程，
切实增强政治自觉和责任担
当，全面做好思想发动、预案完
善、物资储备、灾情上报、应急

响应、指挥协调、力量调遣、救
援救助、信息报送等各项工作，
确保防汛救灾各环节责任落实
落地落细。宁夏红十字会各部
门和市县红十字会要对标总会
的安排部署，结合国内防汛救
灾工作形势和区防汛救灾工作
实际，制定本部门工作计划，修
订完善工作预案；要在巩固与
应急管理部门防灾减灾备灾救
灾工作机制的基础上，继续深
化同当地水利、气象等部门的
合作，充分做好灾害预警、灾情
及需求评估与上报等工作；建
立与消防救援、民间救援力量、
大型物流企业的合作机制，确
保发生灾情能快速反应、有效
应对。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研究部署防汛救灾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7月17日召开会
议，研究部署防汛救灾工作。中共中
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
讲话。

习近平指出，6月份以来，在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委和政府紧急
行动、强化措施，国家防总、各有关部
门和单位履职尽责、密切协作，人民解
放军和武警部队关键时刻发挥突击队
作用，广大干部群众团结奋战，防洪救
灾体系发挥重要作用，防汛救灾工作
有序有力推进，取得了积极成效。

习近平强调，防汛救灾关系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关系粮食安全、经济安
全、社会安全、国家安全。今年是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
年，也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做好
防汛救灾工作十分重要。各有关地
区、部门和单位要始终把保障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采取更加有
力措施，切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

习近平指出，当前，全国防汛进入
“七下八上”阶段，长江流域中上游地区
降雨仍然偏多，黄河中上游、海河、松花

江、淮河流域可能发生较重汛情，必须
统筹抓好南北方江河安全度汛，加强组
织领导和责任落实，坚持预防预备和应
急处突相结合，加强统筹协调，强化协
同配合，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各项措施。
各有关地区都要做好预案准备、队伍准
备、物资准备、蓄滞洪区运用准备，宁可
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

会议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今年
的防汛救灾工作，5月19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
究有关工作时，要求有关方面高度重
视今年汛期长江中下游汛情，压实防
汛工作责任，克服疫情影响，抢抓水利
工程修复，加强物资储备，组织开展抢
险培训和演习，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作出重
要指示批示，要求各地区和有关部门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做好疫
情防控和防汛救灾工作；要求各级党
委和政府压实责任，勇于担当，采取更
加有力有效的措施，全力抢险救援，尽
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全
面落实防汛救灾主体责任，加强领导，

守土尽责，切实把保障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放到第一位。要发挥防灾减灾救
灾体制改革优势，各有关方面要加强
统筹协调，发挥各自专业优势，形成省
市间、部门间、军地间、上下游、左右岸
通力协作的防汛救灾格局。要把责任
落到防汛救灾全过程、各层级，到岗到
人，落实汛期工程巡查防守责任制。
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一线、靠前指挥、
现场督查，在防汛救灾第一线体现责
任担当，组织广大干部群众众志成城、
顽强奋斗。

会议强调，要精准预警严密防范，
及时准确对雨情、水情等气象数据进
行滚动预报，加强对次生灾害预报，特
别要提高局部强降雨、台风、山洪、泥
石流等预测预报水平，预警信息发布
要到村到户到人。要强化重要堤防、
重要设施防护，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加
强巡堤查险，发现险情及时抢护，确保
重要基础设施安全。要全力抢险救援
救灾，对各类抢险救援力量，要统一调
度、提前预置、快速出动、高效救援，努
力将各类损失降到最低。要统筹做好
疫情防控和抢险救灾工作，严格落实

各项防控措施，避免疫情出现反弹。
会议指出，要精心谋划灾后恢复

重建，及时下拨救灾资金，调运救灾物
资，尽快恢复灾区生产生活秩序，及时
抢修水电、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组
织带领受灾群众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要支持受灾的各类生产企业复工复
产，统筹灾后恢复重建和脱贫攻坚工
作，对贫困地区和受灾困难群众给予
支持，防止因灾致贫返贫。

会议强调，要全面提高灾害防御能
力，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把重
大工程建设、重要基础设施补短板、城
市内涝治理、加强防灾备灾体系和能力
建设等纳入“十四五”规划中统筹考虑。

会议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担
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
责任，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
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
用，主动担当、敢打头阵，紧紧依靠人
民群众，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
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防汛救灾的
强大政治优势，让党旗在防汛救灾第
一线高高飘扬。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想群众所想 急群众所急 解群众所忧
梁惠玲在安徽检查指导红十字防汛救灾工作并走访慰问受灾群众

本报讯 （宗红）7 月 16 日至 17
日，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
长梁惠玲率工作组深入安徽铜陵市洪
涝灾区察看灾情，现场检查指导红十
字会开展防汛救灾有关工作，走访慰
问受灾群众，看望奋战在一线的红十
字志愿服务队和志愿者。

她强调，各级红十字会要坚决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进一步做好防汛
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放在第一位，切实履行法定职责，充分
发挥红十字会的职能作用，积极担当
作为，全力配合党委政府做好防汛救
援救灾工作，尽最大努力为受灾群众

提供帮扶救助。
梁惠玲一行赶赴汛情严峻的枞阳

县，走进城关小学临时安置点，实地查看
临时安置点建设和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情
况，看望慰问安置在这里的群众；现场了
解红十字志愿服务站为安置群众提供生
活服务、应急救护培训、心理咨询、理发
以及辅导学生作业等情况，肯定他们无
私奉献的大爱精神，鼓励他们精心精细
为安置群众提供周到服务。与红十字应
急救援队队员进行亲切交谈，详细了解
他们的救援项目、装备配置和开展抢险
救援的情况，肯定他们不畏艰险、英勇奋
战，全力救援受困群众的突出贡献，希望
他们再接再厉，时刻保持应急备战状态，

做好打大仗、打硬仗的准备，确保随时拉
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随后，梁惠玲先后前往枞阳县长河
大堤、长江大堤查看汛情，到受灾严重
的村镇了解灾情和群众转移安置情况。
在汤沟镇一心村，她走村入户看望慰问
投亲靠友的受灾群众，关切询问他们的
生产生活情况，为他们送上红十字赈济
家庭包、棉被等急需物资，鼓励他们坚
定信心、共克时艰，要求当地红十字会
及时提供有针对性的帮助。

当了解到枞阳县转移安置受灾群
众急需折叠床等物资时，梁惠玲当即安
排总会紧急调拨1000张折叠床及家庭
包、棉被、毛巾被等价值123万余元的急

需救灾物资，支援当地防汛救灾。
梁惠玲强调，当前正值防汛关键

时期，防汛形势十分严峻。各级红十
字会要密切关注汛情灾情变化，按照
党委政府的部署要求，想群众之所想，
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忧，毫不放
松地抓紧抓实防汛救灾各项工作；要
根据防汛救灾需求，做好救灾物资储
备、专业救援队演练和志愿者的组织
动员，确保在灾害到来时能够及时高
效开展救援救灾工作。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赈济救护部部
长曹怀杰，安徽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会长张青，副会长孙齐云等参
加走访慰问。

安徽红会全力开展救灾工作

总会赴江西救灾工作组在防汛救灾一线开展工作
本报讯 （宗红）7 月 13 日至 15

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赴江西救灾工
作组在江西上饶鄱阳县、九江共青城
市和永修县等灾区一线，实地了解灾
情并帮助指导当地红十字会开展防汛
救灾工作。

在鄱阳县，工作组赶到受灾最严
重的问桂道圩了解巡堤排险情况，前

往三庙前一中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
了解群众的生活需求。该安置点由鄱
阳县红十字会负责提供服务保障，安
置了700多名紧急转移的群众。

目前，红十字会援助的救灾帐篷
和赈济家庭箱均已发放到位，当地的
红十字志愿者在安置点轮班服务，帮
助群众解决生活需求。在此期间，工

作组慰问了坚守鄱阳救灾一线的上饶
市红十字蓝天救援队。

在共青城市，工作组到南湖了解
灾情，并前往苏家垱乡慰问受灾转移
村民，给他们送去了赈济家庭包和毛
巾被。

在永修县，工作组前往湖东学校
集中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并到三角

乡、九合乡指导当地红十字会开展救
灾工作。

入汛以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已
先后5批次向江西洪涝灾区调拨了赈
济家庭箱、毛巾被、折叠床、帐篷等救
灾物资。江西省红十字会筹集并发放
了赈济家庭箱、救生圈等物资，助力当
地防汛救灾工作。

破浪而来

7 月 14 日，浙江省杭州市富
阳区红十字狼群应急救援队赶赴
江西省鄱阳县昌江大桥开展汛期
巡防工作。

当日中午收到求助后，又马
不停蹄赶赴莲湖乡帮助转移受灾
群众。

（浙红）

本报讯 （皖红）7 月 2 日
以来，受强降雨影响，安徽省
宣城、铜陵、池州、黄山、安庆
等多地不同程度受灾。受灾
人口 240.1 万人，因灾死亡人
口 2人，紧急转移安置 42.2万
人，农作物受灾面积 223.9 千
公顷，因灾倒塌房屋 843 间，
严重损坏房屋 1886 间，直接
经济损失 93.2 亿元。安徽省
红十字会党组认真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重要
批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决
策部署，高度重视，积极应对，
主动作为，全力开展防汛救灾
工作。

灾情发生后，省红十字会
立即下发了《关于做好强降雨
天气防灾救灾工作的通知》，
全面部署防汛工作。根据灾
情发生形势，再次下发了《关
于做好强降雨天气防灾救灾
工作的紧急通知》，对市县红
十字会做好灾情上报、救灾救
援、款物募集发放等工作提出
明确要求。同时，启动应急响
应，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上报
灾情及需求信息，通过多种渠

道，积极争取各方支持。
总会第一时间向安徽省

调拨了帐篷、赈济家庭包、棉
被、毛巾被、冲锋衣等价值约
88.8 万元的救灾物资。省红
十字会筹集调拨了价值66.45
万元的救灾物资。目前，救灾
物资已全部调拨到宣城、铜
陵、池州、黄山、安庆等地灾区
一线。

7 月 9 日，省红十字会派
出省救援指导组，协调池州、
滁州市等地红十字救援队 60
余人支援东至县防汛救灾工
作。7月11日，中国红十字基
金会救灾工作组赶赴合肥，紧
急采购了总价值 90万元的赈
济家庭箱，驰援安徽省防汛救
灾。工作组徒步 1 个半小时
山路深入蓝田镇西村核查灾
情，并走访慰问当地受灾群
众。该批家庭箱已发往东至、
宣州、歙县、休宁、岳西等地。

截至7月13日，省红十字
会共筹集调拨帐篷、赈灾家庭
箱（包）、棉被、毛巾被、冲锋衣
等各类救灾物资 15660件，物
资总价值245.25万元。

江西召开抗洪救灾工作电视电话会
本报讯（夏晓雯）7月 16

日上午，江西省红十字会组织
召开全省红十字会系统抗洪
救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部署
下一步抗洪救灾工作。

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
务副会长周海涛传达了中央、
省委和总会对进一步做好防
汛抢险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
和讲话精神，通报全省红十字
会开展抗洪救灾工作情况，并
对全省红十字系统下一步参
与抗洪救灾工作提出了要求。

水灾发生后，全省各级红
十字会高度重视，依法履职，
紧张有序地组织抗洪救灾行

动。据统计，省红十字会本级
共接收发放了 16500 个家庭
箱、18500床毛巾被、400张折
叠床、200顶帐篷、3017套救生
圈设备，线上线下募集款物
114万元，用于救助受灾群众。
全省共出动各级红十字救援
队 22 支，出动队员 540 人、
3467人次，成功转移受安置受
灾群众14549人。受灾严重的
鄱阳县、永修县、共青城市等
地设区市、县（市、区）红十字
会，第一时间在受灾群众安置
点、圩堤值守点搭建帐蓬，为
受灾转移安置群众和圩堤值
守人员做好服务、提供保障。

总会召开党组会专题传达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

本报讯 （宗红）7 月 20
日，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会长梁惠玲主持召开
党组会，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常
委会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措施。党
组同志逐一发言。梁惠玲强
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把防汛救灾工
作作为当前重大政治任务和
头等大事，以高度政治自觉坚
决抓好贯彻落实，始终把保障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
位，采取更加有力措施切实做
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
对做好防汛救灾工作高度重
视，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进行
部署安排，充分彰显了深厚的
为民情怀、强烈的责任担当，
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理
念，为我们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进
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
来，充分认识做好今年防汛救
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决贯
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
采取更加有力措施做好今年
防汛救灾各项工作。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切实增强责任感紧
迫感，在党和政府统一领导下
切实履行法定职责，积极发挥
专业优势，把“两个维护”落实
到各级红十字会做好防汛救
灾各项工作的实际行动、工作
成效上，充分彰显党和政府在
人道领域的助手作用。要根
据防汛救灾需求及时精准做
好救灾物资储备，进一步加强
红十字救援队和志愿服务队
建设，确保在灾害到来时能够
及时高效开展救援救灾工作。
要精心谋划参与灾后恢复重
建工作，精准对接受灾地区需
求，做好受灾地区“博爱家园”
项目建设和受灾困难群众人
道救助工作，为防止因灾致贫
返贫作出积极贡献。要加大
红十字防汛救灾工作宣传力
度，对作出突出贡献的红十字
志愿者、救援队要大力宣传报
道，营造红十字防汛救灾的良
好舆论氛围。要进一步加强
组织领导和责任落实，加强对
全国红十字系统参与防汛救
灾工作的统筹协调，指导督促
地方红十字会在当地党委政
府统一领导下积极发挥独特
优势，有力有序有效推进防汛
救灾各项工作。

会议还听取了总会赴安
徽、江西、湖北工作组工作情
况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