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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应 对强降雨

本报讯（毛明博）8
月 22日 7时至 8月 23日
7时安康市全市出现暴
雨天气，全市监测站点
共出现 178站次暴雨预
警。笔者从安康市防汛
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截
止到 8 月 23 日 7 时，安
康市共转移人数 4851
户 12128 人，农作物受
灾 1780公顷，倒塌房屋
69 户 184 间，直接经济
损失3.41亿元。

受强降雨影响，池
河、恒河出现超警戒流
量；旬河、月河出现超保
证流量，目前均降至警
戒流量以下。

8 月 22 日，安康市
委书记赵俊民对防汛工
作作出批示，市长武文
罡到市防指检查指导工
作。安康市防指对各县
区及住建、交通、文旅部
门发出多次预警通知单，重点就汉
江干流洪水调度进行早中晚 3次
会商研判，发出调度指令 6次，严
控安康水库下泄流量，确保安康城
区、旬阳县城不发警戒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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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肖琳）8月 22日 8时至 23日 8
时，我省关中南部、陕南大部普降中到大
雨，汉中东南部、安康西部暴雨，局地大暴
雨。省境内共有 32条河流 40站出现洪峰
47次。月河长枪铺站 8月 22日 17时 30分
出现超保证洪水 3210立方米每秒（保证
2950），为1959年建站以来并列最大洪水；
池河马池站 8月 22日 13时 20分出现超警
戒洪峰流量 1720立方米每秒（警戒 500），
为1967年建站以来最大洪水；汉江洋县站
8月22日17时形成2021年第一号洪水。

8月22日省防办在省水利厅召开防汛

会商会，综合形成汉江干流暴雨洪水防御
意见。省水利厅及时发布各类洪水预报、
预警信号68期，增派专家组协同陕南三市
做好水库调度及堤防巡查。再次下发通
知安排汉江干流洪水防御工作，专项督导
落实在建水工程度汛安全措施。科学调
度安康、石泉水库拦洪错峰，避免了夜间
安康、旬阳城区发布撤离命令。

目前，洪水正在由安康向白河演进，
除月河长枪铺站外，汉江其余干支流均回
落至警戒以下。重大防洪设施调度有序，
平稳运行。

汉江出现今年第一号洪水

8月 22日，经过国网蓝田县供电公
司全体人员的不懈努力，遭受大暴雨袭
击的蓝田县灞源镇、九间房镇、蓝桥镇、
辋川镇等地区，已有19688户群众恢复了
正常用电。

8月 19日 15时至 17时，蓝田地区遭
受大暴雨袭击，造成境内道路塌方、冲毁，
沿途交通、电力、通讯设施遭到严重破坏，
其中九间房镇、蓝桥镇、灞源镇、辋川镇以
及葛牌镇，共9条10千伏线路电力供应中
断，308个低压配电台区，2.7万多户群众
用电受到影响。

险情就是命令。国网蓝田县供电

公司迅速启动突发事件防汛应急预案，
组织全体干部在九间房受灾前线成立

“8 · 19 洪灾电力保障抢险临时指挥
部”。由国家电网陕西张思德（蓝田星
火）共产党员服务队、党员示范岗和党
员组成抢险突击队，于 8月 20日 6时 30
分，及时奔赴灾情一线。

连日来，蓝田县供电公司抢修工作
人员克服道路不通、天气闷热及间断降
雨等困难，深入险境，拆除被损毁的设备
线路后，重新规划线路、现场勘查、测绘、
运输物料、挖坑立杆、架设新设备线路，
以高度的责任担当和专业专注的工作作

风，用最快的速度，恢复群众用电。
截至22日18时，蓝田公司共出动抢

修人员200余人、抢修车辆30余台、10kV
中压发电车 4 台、400V 低压发电车 3
台。目前，已有 6条 10千伏线路恢复供
电，完成 244个低压台区综合抢修，恢复
供电用户19688户。 （常菊叶）

国网蓝田县供电公司

闻“汛”而动 恢复灾区19688户群众用电

本报讯（晁阳 朱娜）8月 23日，西安市公安
局就加强市区“低慢小”航空器飞行管控有关
事项公布通告。通告指出，在十四运会和残特
奥会期间，规定区域和指定时间一些区域“低
慢小”航空器禁飞。

为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
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暨第八届特奥会期间西
安地区空中安全，杜绝各类违法违规飞行活
动，确保全运盛会安全顺利举行，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西安市公安局就加强市区“低慢
小”航空器飞行管控有关事项公布通告。

管控区域和时间：
奥体中心管控区：以西安市奥体中心（N34°

22'40'',E109°1'16''）为中心半径 2 公里（含）以
内，真高1000米（含）以下范围内。

管控时段：2021年 8月 24日 0时至 2021年
10月30日0时。

全市管控区：西安市行政区域全境，真高
1000米（含）以下范围内。

管控时段：2021年 9月 10日 0时至 2021年 9
月 28日 0 时；2021 年 10 月 20 日 0 时至 2021 年
10月 30日 0时。

管控对象：
“低慢小”航空器，指飞行高度低、飞行速

度慢、雷达反射面积小的航空器，主要包括：无
人机、轻型和超轻型飞机、轻型直升机、滑翔
机、三角翼、滑翔伞、动力伞、热气球、飞艇、航
空航天模型、空飘气球等。

在上述管控区域和时段内，禁止一切“低慢
小”航空器飞行、施放。涉及赛事保障、应急救
援、警务执勤等特殊任务飞行须经中华人民共和
国第十四届运动会西安市执行委员会安保组同
意并报军、民航空管部门批准后方可组织飞行。

对于违法违规飞行行为，由有关部门依
法制止，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情节
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群众发现有违反本通告规定行为的，可
拔打 110报警电话举报。

规定区域和指定时间“低慢小”航空器禁飞

西安市公安局发布通告

本报讯（兰逊鸽）8 月 22 日，十四运会群众
赛事活动展演项目启动仪式在西安举行。本
届全运会群众赛事活动展演项目分为广场舞、
广播体操、健身气功、太极拳 4个大项，比赛采
取上传视频线上比赛，决赛线下评审的方式，
最终选出各类奖项。

其中，广播体操评审期间为 8月 23日至 27
日，广场舞评审时间为 8月 23日至 28日，健身
气功评审时间为 8 月 24 日至 27 日，太极拳评
审时间为 8月 28日至 31日。

据了解，十四运会群众赛事活动展演项
目吸引了全国各地 766 支队伍、6800 多人参
赛。本届全运会群众赛事活动展演项目也创
造了多项“首次”纪录，首次在全运会设立群
众赛事活动展演项目；首次群众赛事活动参
赛队伍覆盖全国 32 个省市自治区；首次采用
线上参赛、线下评审的方式进行；首次将疫情
控制与平稳办赛相结合；首次将四个展演项
目同时同地举办；首次采用分散上报、集中评
审的模式运作。

群众赛事活动展演项目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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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
渭南市大荔沙
苑沙滩排球场
馆已做好准备，
静 待 比 赛 到
来。该县旨在
借力十四运会
沙滩排球项目，
融合“体育＋旅
游”，助推旅游
产业发展。

李世居
杨陆涛 摄

本报讯（王江黎）8月 22 日凌晨 3 时，宁夏回
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通报一起腺鼠疫疫
情。日前，省疾控中心发布健康提示：鼠疫可
防可治不可怕，提醒广大群众不信谣、不传
谣、不恐慌。

提示明确，近期有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和宁
夏石嘴山市、银川市等地区旅居史返陕人员，
如出现发烧、淋巴结肿大、咳嗽、胸痛、咳血等
症状要主动佩戴口罩，及时到就近正规的医疗
机构就诊，主动告诉医师旅居史。

专家介绍，鼠疫可以经鼠蚤叮咬、破溃皮肤
接触和呼吸道飞沫传播。同时，潜伏期较短，一
般在 1~6天，多为 2~3天，个别病例可达 8~9天。

鼠疫患者一般都表现出危重的全身中毒
症状，发病急剧、恶寒战栗、体温突然升高至
39℃~40℃，呈稽留热；头痛剧烈，有时出现呕

吐、头晕、呼吸急促，很快陷
入极度虚弱状态。重症患者
表现为意识模糊、昏睡、狂躁
不安、谵语、颜面潮红或苍白，有重病感和恐
怖不安，眼睑结膜及球结膜充血，即所谓的

“鼠疫颜貌”。
那么日常如何预防？专家建议，从事野外

工作的人、牧民接触染疫动物几率大，感染的
可能性较一般人群高，平时要注重防护，减少
被叮咬的机会；从疫区归来或接触过可疑疫
源动物后出现发热等症状，要及时就诊；及
时的抗生素治疗可降低鼠疫的病死率；对疑
似或确诊病例坚持就地、就近隔离治疗原
则，同时应对直接接触者在单独隔离状态下
进行医学观察。同时也要搞好爱国卫生运
动，整治生态环境，严防鼠害。

省疾控中心提示

鼠疫可防可治不可怕

一 段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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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诸媒体。在向这些英雄司机致敬的同时，我们需
要反思：该如何更好地关爱公交司机身心健康，确
保出行安全？

据统计，全国约有100万名公交驾驶员，每天
承担着1.9亿人次的公交出行，安全责任重大，他们
的身心健康直接影响着安全行车。一旦司机在行
驶中突发疾病，就可能会危及其本人和乘客的人身
安全，甚至可能导致重大公共安全事故的发生。

目前，不少地方已实施公交司机定期体检制
度。然而，由于一些公交公司对于公交司机的体
检标准不明，对体检要求掌握不准、理解偏差，造
成了体检的随意性和不规范，有的甚至变成了做
样子、走形式。

因此，强化公交司机的身心健康管理，要坚持
“严”字当头，建立并落实公交司机强制体检的制

度，严把体检关。目前，在民航、铁路系统，对飞行
员、司机的体检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管理模式。
各地不妨参照民航、铁路标准，结合本地实际和公
交特点，建立公交司机体检标准、体检合格证管理
规则、体检鉴定档案管理办法等，出台相关操作指
南。从而让体检不仅成为一种职业福利，更应成
为坚实的公共安全保障。

除了身体，心理同样要强化体检。2018年，交
通运输部发布通知，要求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要督促公共汽电车企业加强驾驶员心理疏导、情
绪管理，确保驾驶员心理健康。据报道，广州市公
交驾驶员入职须先进行心理评估，已有 262 名心
理测试不合格的人员未被录取为公交车驾驶员，
此举值得其他地方学习借鉴。

强化公交司机身心健康管理，筑牢交通安
全“堤坝”，有许多工作要做。如政治上激励、
工作上支持、待遇上保障，也包括标准化引领，
定期体检，综合评估，为他们提供更有力、有效
的身心关怀。这方面的工作十分重要，也十分
必要和急迫。 （杨维立）

筑牢公交安全“堤坝”有许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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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1 日，西安又一网红打卡地——明德门
遗址公园即将竣工。目前在公园跳广场舞、扭秧
歌、直播打卡的人很多。据了解，明德门是隋唐
京师长安城的正南门，与皇城“朱雀门”、宫城“承
天门”等共同构成了唐长安城的南北中轴线，是
隋唐两代的国门。 本报记者 刘强 摄影报道

西安明德门遗址公园即将竣工

据新京报 8月 23日，记者从公安部获悉，因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1100 余款 App 被
公安机关下架。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国公安机关始
终注重移动应用程序非法收集使用个人信息
监管，依法查处 App 不履行公民个人信息安全
保护义务行为，累计下架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
人信息App1100余款。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

1100余款App被公安机关下架
据新华社电 中央宣传部、财

政部、退役军人事务部近日联合
印发《关于印发〈全国县级以下
英雄烈士纪念设施整修工程实
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各地按照

“应迁尽迁、集中管护”的原则，
重点对县级以下（含县级）英雄
烈士纪念设施进行集中整修，从

根本上改善县级及以下英雄烈
士纪念设施整体面貌。

要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基
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和基层退
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加强对零
散烈士纪念设施管护情况的巡
检，开展巡查清理、维护祭扫、史
料收集和烈士寻亲等工作。

按照“应迁尽迁、集中管护”原则

县级以下英烈纪念设施集中整修权
威
发
布

从 8 月 21 日 22 时
起，汉中市勉县境内普
降大到暴雨 ，境 内 的
345 国道多处路段出现
塌方。勉县公路段组
织成立临时抢险队，调
用装载机连夜清理泥
石流路段，疏通排水设
施、清理塌方。

徐立生 田科俊
陈国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