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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
指示。

习近平指出，近日，河南等地持
续遭遇强降雨，郑州等城市发生严
重内涝，一些河流出现超警水位，个
别水库溃坝，部分铁路停运、航班取

消，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防汛形势十分严峻。

习近平强调，当前已进入防汛
关键期，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把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
位，身先士卒、靠前指挥，迅速组织
力量防汛救灾，妥善安置受灾群众，
严防次生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解放军和武警部
队要积极协助地方开展抢险救灾工
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水利
部、交通运输部要加强统筹协调，强
化灾害隐患巡查排险，加强重要基
础设施安全防护，提高降雨、台风、
山洪、泥石流等预警预报水平，加大
交通疏导力度，抓细抓实各项防汛

救灾措施。
习近平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

门要在做好防汛救灾工作的同时，
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扎实做好
受灾群众帮扶救助和卫生防疫工
作，防止因灾返贫和“大灾之后有大
疫”。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

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放在第一位 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

7 月 22 日，由山东省青岛红
十字搜救队和潍坊红十字先锋救
援队组成的区域性红十字救援协
作小组，正在对河南省新乡市牧
野镇被困民众进行转移。

（姜旭）

生命之舟

红十字，“豫”你在一起！
中国红十字会系统紧急驰援河南暴雨洪涝灾区

7 月 21 日下午 1 时许，青岛
红十字救援队共计 13 名队员分
别从青岛、湖北黄冈出发，携带相
关设备驰援郑州。武汉、潍坊、常
州、汉中等多地的红十字救援队
员也在集结，驰援郑州。21日上
午 8 时，济南市红十字应急救援
队 6 名队员组成第一梯队，携带
两艘冲锋舟及其他救援装备驰援
郑州抢险救援一线。

7 月 21 日上午 9 时，武汉长
江救援志愿队 11 名队员组成救
援队，自带两艘冲锋舟从武汉出
发驰援郑州，帮助转移受灾群众。

7 月 21 日中午，湖南省红十
字蓝天救援中心紧急集结，携带
8 艘冲锋舟，各类救援设备和消
杀设备前往郑州，参与水域失踪
人员的搜救和灾后消杀工作。

在红十字人逆行灾区的同
时，各地的善款和物资也源源不
断地驰援河南。

天津市红十字会向河南省红
十字会捐赠10万元资金，以及价
值8.4万元的过氧化氢消毒液，用
于支持受灾地区开展救灾工作。
天津市红十字会副会长、荣程集
团董事会主席张荣华安排荣程普
济公益基金会捐款 2000万元，驰
援河南灾区。

7 月 20 日，四川省红十字基金
会向河南省红十字基金会拨付灾情
紧急救助款 10 万元。河南省红十
字基金会连夜拟定执行分配方案，
保证资金及时、合规执行使用。

7 月 21 日上午，江西省红十字
基金会通过腾讯公益、支付宝公益、
轻松筹、水滴筹四个公益平台等，发
起“和河南一起战洪灾”公益项目，
定向支持河南省防汛救灾工作。目
前，江西省红十字基金会已将筹集
的455万元转至河南省红十字会。

7 月 21 日，宝宝巴士股份有限
公司通过福建省红十字会紧急向河
南省红十字会捐助 100 万元资金，
支持河南省开展暴雨洪涝灾害救援
救助工作，福建省红十字会捐助。

7 月 21 日下午，青海省红十字
会拨付20万元，用于支持河南省红
十字会开展抗洪救灾工作。

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向河南
省红十字会援助紧急救灾资金 20
万元，为保障河南受灾地区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贡献北疆力量。重
庆市红十字会紧急向河南省红十字
会拨款2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开展
救灾救援工作。

7 月 22 日上午，甘肃省红十字
会向河南省红十字会捐赠资金 20
万元，用于开展救灾救援工作。

本报讯 （宗合）近日，河南
等地持续遭遇强降雨，郑州等城
市发生严重内涝。大雨滂沱，洪
水肆虐，汛情紧急。罕见的极端
天气，给应急处置、抢险救灾带来
极大挑战。暴雨中，中国红十字

会系统闻“汛”而动，向灾区捐助救
灾款物，多地红十字救援队赶赴郑
州，紧急投入抗洪救灾行动，在保卫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战斗中贡献红
十字力量。

总会：调拨物资，派出工作组
洪涝灾情发生后，中国红十

字会总会迅速启动应急响应，首
批向河南灾区紧急调拨救灾家庭
包3000个、单帐篷150顶，价值共
计 109.65万元，并根据灾情发展
随时进行追加救助。

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察看
灾情、了解需求，指导灾区红十字
会开展防汛救灾工作；调派安徽
省红十字赈济救援队赴灾区协助
郑州市红十字会做好捐赠救灾款
物的接收、管理、发放等工作，协

调组织中国红十字（山东）水上救援
队赴灾区开展救援工作。

7 月 22 日下午，总会救灾工作
组反馈，目前灾区急需三类物资：一
是紧急抢险救灾救援设备，如抽水
机、水泵、发电机组、冲锋舟、橡皮艇
等；二是保障受灾群众急需生活物
资，即食食品、饮用水、米面油、生活
日用品等；三是灾后消杀防疫用品，
消毒液、净水器、消杀用品、防护用
品等。

河南红会：派出11支救援队，拨付紧急救灾备用金
河南省红十字会针对洪涝灾

情启动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
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赈济救护部
指导下，在全省范围内动员调派
红十字水上救生、搜救、赈济等
11 支专业红十字应急救援队伍
奔赴救灾一线，开展受困人员搜
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救援工
作，并拨付紧急救灾备用金，用于
采购急需物资。

河南省红十字基金会连夜成
立抗洪救灾筹资领导小组，加强

与省民政厅协调配合。与腾讯、水
滴公益平台开通了救灾善款捐赠渠
道，为社会爱心力量开辟了合规、高
效的执行通道。

河南省郑州市红十字会成立防
汛救灾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时间通
过“郑州发布”公布市红十字会防汛
救灾捐赠款物接收方式，接收社会
各界捐赠。截至7月21日18时，已
接收捐款 2.0921亿元，全部捐赠明
细和第一批 6660 万元分配拨付已
公示在郑州市红十字会网站。

中国红基会：启动“天使之旅-驰援河南洪灾行动”
7 月 20 日，中国红十字基金

会紧急启动“天使之旅-驰援河
南洪灾行动”，先期支援河南省受
灾地区 5000只赈济家庭箱，为受
灾群众提供食物、雨衣、日化用品
等急需物资，并并派出救灾工作
组赴灾区组织救灾物资调拨发放
工作。同时，由山东聊城特战救
援队、河北岭俊救援队等组成的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驰援河南救
援队”相继抵达河南，支援当地抗
洪救灾工作。

22日一早，中国红十字基金
会两支救灾小分队与前方一线同
事会合，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救灾
工作组 8 人集结完毕，即刻投入

救援救助工作。“中国红基会驰援河
南救援队”——山东潍坊先锋应急
救援队于7月22日凌晨1时抵达新
乡市，并迅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当
日上午转移受灾群众近200人。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还在互联网
募捐平台发起“家庭箱驰援国内水
灾”众筹项目，面向全社会继续募集
赈济家庭箱等赈灾物资，保障受灾
群众应急生活所需。

据悉，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将持
续支援抗洪一线应急救援队开展救
灾工作，组织红十字防疫消杀志愿
服务队，协助当地做好卫生防疫工
作，防止因灾返贫和灾后疫情，并支
持灾后重建。

驰援河南，红十字在行动

本报讯 （记者 王达）7 月 22
日下午13时许，记者抵达河南省郑
州市郑开大道水淹段时，李国旺和
队友刚用摩托艇向外转移出6名被
困群众。

三口两口吞下面包，又一口气
灌了半瓶矿泉水，李国旺终于有空
跟我们聊上几句。从早晨8点忙到
现在，他连口热饭都没吃，趁着给摩
托艇加油的间隙，赶紧找后勤人员
拿了点补给。

李国旺是河南省新郑市红十字
神鹰救援队副队长。22 日上午 8
时，救援队 15名队员携 3台车、3艘
摩托艇抵达郑州，按照省防汛抗洪
指挥部统一调派，与省委党校集结
点负责人对接，前往郑新开大道水

淹段执行受困群众转运任务。
“这里属于东区低洼地带，现在

洪水已经退去，但部分路段积水仍
有近两米深，车辆无法通行，只能依
靠摩托艇进行转运。”神鹰救援队队
长吴国钦介绍，被淹路段大约有 2
公里，里边聚集着省委党校、中原科
技学院、阜外华中心血管医院及居
民社区，其中仅中原科技学院就有
近 2000名师生被困，阜外心血管医
院经过连夜转运，至今仍有近 500
名患者及陪护人员。粗略估算，现
场已经聚集了各方救援力量近
3000 人、救援船艇上千只，一刻不
停地转运被困群众。

现场参与救援的还有河南省红
十字救援队、济南市红十字应急救

援队等多支红十字救援力量。“我们
昨天晚上十点多就到了这里，40多
名队员连夜参与转运，转运人数没
有细算过，但光救援车辆就被泡坏
了 3 辆，可谓损失惨重。”河南省红
十字救援队队长李柯霖说，“不过相
比起被困群众安危，这点损失算不
上什么，只要能把他们尽快转移出
来，车辆都被泡了也值！”

参与转运的李国旺也有同样感
受，“尤其是医院里还有许多新生
儿，本来就患有先心病，又遇罕见的
特大暴雨，被困在医院里，没水没
电，太让人心疼了。我们再苦再累
也不怕，一定要把他们尽快救出
来！”

“救援力量优先向老人、孩子及

妇女倾斜。为了让那些得不到及时
转移的人安心，我们在向外转运被
困人员的同时，向内运送了大量生
活物资，包括方便食品、饮用水等。”
吴国钦说，从早晨到现在，光汽油就
用了三箱，“一箱大概能支持 15 趟
往返，每趟平均转运6人，总转运人
数应在270名左右。”

据不完全统计，洪灾发生后，河
南省、郑州市红十字会累计向郑州
调派了37支救援队，并对接省内外
救援队伍50余支，在阜外华中心血
管医院、郑东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地铁5号线被淹站点、立交桥底
等地开展救援行动，保护群众生命
安全。

有我们在，希望就在！
多支红十字救援队洪水中转移被困群众

本报讯 （滇红）连日来，云
南省红十字会坚持把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主题、主
课，采取多种形式，迅速兴起学习
贯彻热潮。

省红十字会第一时间召开党
组扩大会议，全体党员干部谈认
识、谈体会；党组举行了理论学习
中心组集中学习，13名党员干部
作了交流发言；举办了为期两天
的领导班子专题读书班；各支部
通过“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形
式，组织党员学习交流研讨；向
16 个州（市）红十字会和会机关

及直属单位发出通知，对全省红十
字系统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出了具体安
排。

全省红十字系统把学习贯彻习
近平“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同“组织
体系建设年”“应急救护推进年”等
重点工作结合起来，持续推进红十
字服务窗口进政务大厅，深入推动
应急救护知识技能进学校、进社区、
进农村、进机关、进企事业单位，组
织党员干部到社区开展“双报到、双
服务”活动等，切实将学习“七一”重
要讲话精神的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
的实际行动。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云南红会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讯 （记者 李颀）7 月 22
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召开党组会，
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
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并对防汛救
灾工作进行紧急部署。中国红十字
会党组书记王可主持会议，要求各
级红十字会迅速行动，在党委统一
领导下，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紧急
救援、人道救助，更好地发挥红十字
会作为党和政府的助手作用，为保
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贡献力
量。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充分体
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执政理
念和为民情怀，为我们进一步做好
防汛救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各
级红十字会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
来，切实增强使命担当，认真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防汛救灾工作
重要决策部署，切实把防汛救灾工
作的各项任务落实到位；要切实强
化责任意识，发挥自身优势，细化职

责分工、高效有序开展应急救援、防
疫消杀和人道救助，各地红十字会
要在当地党委政府统一指挥下，配
合应急管理等部门积极主动做好防
汛救灾工作，扎实做好受灾群众帮
扶救助工作，协助做好卫生防疫工
作，防止因灾返贫和“大灾之后有大
疫”。

会议要求，要着力加强社会捐
赠款物使用管理，实现规范高效、公
开透明。总会要加强对河南省、郑
州市等地方红十字会捐赠款物管理

使用的指导，根据灾情和灾区需求
及时调拨救灾款物，实现捐赠款物
快拨快发，做到捐赠资金专款专用、
快拨快用，捐赠物资快速分配、物走
账清。各地红十字会要及时做好捐
赠款物使用信息公开，主动接受社
会监督。要进一步加强宣传引导，
及时让社会各界了解灾区需求和红
十字会的救灾行动，为防汛救灾工
作争取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会领导、总会机关各部门主要
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党组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