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洪灾造成 1.8万多个水利工程损毁
应对 损毁工程已全面修复完成 发挥战汛“利器”作用

水利工程是防洪战汛的 “利器”。
去年的严重洪涝灾害造成部分工程损
毁，这些“战汛利器”能否在今年汛期
发挥关键作用？

据统计，去年洪灾后，我省 18530
处水毁水利工程需要修复。去年 8 月
初，省水利厅即制定印发《全省堵口
复堤和水毁水利工程修复指导意
见》，迅速启动堵口复堤、水利工程水
毁修复。 今年汛前，全省水毁水利工
程修复已全面完成。

据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负
责同志介绍，主汛期前，全省 282 处
“开口子”工程复堤复坝，具备安全度
汛条件，做到工程准备到位；修订完
善方案预案，复核 125 座大中型水库

汛限水位，完善青弋江、漳河、淠河超
标洪水预案， 修订淮河王家坝等 30
个站点水文预报方案，做到预案方案
准备到位；实现小型水库雨水情自动
测报全覆盖，落实在册小型水库防汛
“三个责任人”并完成在线培训，依托
移动运营商开展无固定对象预警测
试部署， 组织开展蓄滞洪区专项检
查，做到水库安全度汛、山洪灾害防
御、蓄滞洪区安全运用准备到位。

围绕水利工程管护，省水利厅运
行管理处处长肖承宏表示， 去年以
来，各级水利部门加快病险水库除险
加固和运行管护、强化堤防及水闸工
程管理与保护，提高洪涝灾害防御能

力；以工程安全、运行可靠、管理高效
为目标，推进水库、水闸、堤防工程标
准化管理，稳步提升工程管理水平。

“去年发生大汛不意味着今年不
会出现大汛，要坚决克服经验主义和
盲目乐观情绪，以万全之准备应对万
一之可能。 ”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
副厅长余泳说道，下一步，将密切关
注雨情水情，强化预报预警，畅通汛
情应急信息直报机制，完善灵活高效
的会商调度指挥机制；严格落实各项
防汛责任制， 防汛责任人要上岗到
位，周密安排部署，确保万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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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高考经济”降降虚火

■ 何珂

高考季，家长“氛围组”照例又忙碌起
来。 考点外不少家长穿着“送考旗袍”“迎
考战袍 ”，考点附近的酒店 、客房价格也
是水涨船高 ， 价格不菲的保健品更是销
量突增。

高考是莘莘学子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家长们非常重视，为了讨个好彩头，各种所
谓有助考试成绩的商品，都易被家长接受，

即便价格贵一些也不会在乎。 而商家也敏
锐嗅到其中商机，“火力全开” 推出各式各
样的“高考产品”掘金“高考经济”。

“高考经济”有现实需求作为支撑，比
如 ，高考房是为了让孩子就近休息 ，节省
体力精力 ； 保健品是为了给孩子滋补身
体 ，储备充足的体能 ；冲刺辅导则是想最
后搏一把 ， 争取再提点分上来 ；“送考旗
袍 ”则赋予了 “旗开得胜 ”的寓意 ，乃是最
朴素的情感。诸如此类的“高考经济”商品

和服务，寄托了家长们的愿望，无可厚非。
但值得关注的是，如今的“高考经济”中有
着不少非理性因素，一些商家在利益驱使
下 ，借助 “高考 ”概念刻意炒作 ，制造出畸
形的高考消费氛围 ；有的家长被商家 “牵
着鼻子走”，导致攀比和过度消费，增加了
不小负担；个别不良商家推销的“状元水”
“占卜服务”等，更是干扰了正常的学习和
考试环境， 损害了广大考生的切身利益，
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有必要给“高考经济”降降虚火。 一方
面，高考消费需回归理性。 高考成绩取决于
平时的努力学习，而不是临时抱佛脚，更不
能寄托于所谓的“状元水”。 家长们应树立
正确的陪考观念，少些盲目和焦虑，多些淡
定和理性，充分考虑家庭的经济状况，不攀
比、不盲从。 “高考经济”说到底还是一种商
业营销概念，对此应有明确的认识和判断。
一顿营养均衡的饭菜， 胜过个别商家鼓吹
的“灵丹妙药”。 另一方面，整治“高考经济”
乱象也势在必行。 个别商家受利益驱动，提
供畸形“服务”，出售畸形“商品”，不仅有悖
道德，更是有违法律。 监管部门要加大规范
力度，强化行政执法监督，提升违法违规成
本，对一些刻意炒作、故意欺骗、故意带节
奏的商家给予严惩，给学生一个安静、正常
的考试环境。

全面“体检”
织密农防“安全网”

■ 本报记者 何珂 本报通讯员 周磊

“多亏了政府组织人员来查看，不然哪里知道这房屋存在安全隐
患。 ”6 月 7 日，许明峰站在重建的厂房内感慨万千。

许明峰是全椒县马场镇马厂村一家木材加工厂的负责人。 去年
底，全椒县住建局通过摸排发现该加工厂为经营性危房。 “这处加工
厂是彩钢瓦搭建的加工棚，棚内支撑点为木质结构，使用年限较长，
存在坍塌危险。我们第一时间要求许明峰进行整改。 ”住建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

“有隐患肯定要改。 今年上半年，我对加工棚内每一处支撑点都
采取了更换钢构材料的方式进行了加固处理。 5 月 29 日，县、镇两级
工作人员进行了现场核查，之前存在的危险点都已经消除了。 ”许明
峰说。

近年来，农村房屋因老旧、改扩建等原因，存在不少安全隐患。 为
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眼下，我省正在进行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
整治工作，展开了一场特殊的“体检”行动。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村镇处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此次排查的范
围包括用作经营的农村自建房、农村住房、农村集中安置和开发建设
楼房住房以及公共建筑和生产经营性用房。 截至 5 月底，全省共排查
农房 1062.2 万户，初判存在隐患风险的 2.4 万户，其中用作经营的农
房 37.1 万户 （存在隐患风险的 1652 户）， 经营性农房排查完成率
100%，经营性农房整治率 90.38%，剩余存在安全隐患的经营性农房
整治将在 6 月底前全部完成。

据了解，排查出来的危房要分类制定处置措施，对整体危险和局
部危险房屋，鉴定为 C 级、D 级的，要采取果断措施，彻底消除安全隐
患。 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房屋，特别是擅自加层、未经许可改扩建、
经评估或鉴定不能继续使用等，要及时责成房屋产权人（使用人）停止
使用，限期整治，消除安全隐患。 对存在一般安全隐患的房屋，要指导
房屋产权人（使用人）及时采取措施消除隐患；对存在一般安全隐患但
长期空置不用的房屋，要采取划定危险区域、设立警示标识等安全防
范措施。同时，隐患整治要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相结合，符合农村危房
改造政策条件的，纳入危房改造计划实施隐患整治。

“房子住了几十年了，政府工作人员来检查，说墙体开裂、地基不
稳，可是我没钱建房。 ”今年 76 岁的全椒县二郎口镇赤镇村村民彭发
英，主要靠低保生活。 2021 年 1 月，在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中，彭发英的房子被鉴定为 D 级危房，二郎口镇根据相关政策立即将其
纳入 2021 年农村危房改造，纳入整治范围，并通过户申请、镇村审核公
示、县审批等程序，目前该户房屋已经过重建，达到了安全住房标准。
“这几天搬进了新房子，条件比以前好多了，住得安心。 ”彭发英说。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现场排查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将核查房屋的
情况、存在的安全隐患录入农村房屋安全信息采集助手 App 内。 “我
们要求建立健全信息管理平台， 逐步实现农房建设全过程信息化管
理。”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村镇处有关负责人说，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
标导向相结合，健全农村房屋建设标准规范，建立农村房屋建设管理
长效机制，不断提升农村房屋设计建造和质量监管水平。

农机“提速”
为现代农业提效

■ 本报记者 史力

6 月 8 日，一场特殊的收割在亳州市谯城区双楼村展开。
金色的麦田里，几台收割机穿梭往返，驾驶室内却空无一人。“利

用北斗定位和导航系统，配合收割机上安装的软件系统，就可以实现
无人驾驶收割。”麦田的主人、种粮大户焦瑞告诉记者，一台无人驾驶
收割机一小时可以收割 5 亩左右。 他种植了 2000 多亩麦子，全部采
用无人收割，可以节约几十个工，减少收割成本近万元。

“收完麦子种玉米，也可以使用无人驾驶机械播种，种植精度能大
幅提升。 ”焦瑞告诉记者，比如利用无人机械播种，从地这头到那头笔
直笔直的，基本不会有误差。而人工驾驶机械往往会跑偏，有几十公分
的误差，“玉米趟子横平竖直，后期的管理和收割就方便，增产增效”。

农业机械化发展不断提速，让现代农业生产不断降低成本，提
升产量和效益。 近年来，我省突出绿色高效导向，秸秆综合利用、畜
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等绿色发展机械成为新的增长点， 智能化数字
化农机呈加快发展趋势。 省农业农村厅农机管理处处长陈发明介
绍，目前全省已有 3 万余台机具安装智能终端设备，实现智能化操
作和数字化管理。

高度机械化，短期内就能做到颗粒归仓。 今年“三夏”期间，我省
共投入约 20 万台收割机，机收率稳定在 98.5%以上。从 5 月 27 日开
镰到 6 月 8 日，全省麦收进度已过九成，只用了 10 天左右的时间基
本完成了小麦抢收任务。从结构上看，先进大马力的收割机占比越来
越高，打捆机、粉碎机、烘干机也已经成为收获标配。 “过去辛苦大半
年，收获前一场雨前功尽弃。 今年全省共投入约 1.6 万台烘干机，这
为应对阴雨天气，防止小麦潮湿霉变提供了设备保障。 ”陈发明说。

机械装备的迭代更新，还减少了收获损失。 6 月 2 日上午，定远
县吴圩镇西孔村外的麦田，记者与机手王来水攀谈，他一边做收割前
的准备一边介绍：“你看这个脱粒的滚筒出口加了一圈挡板， 网格也
加密了。 这样脱粒时间就会拉长，收割的就干净，也会减少麦穗的丢
失。”利用这台机械，王来水收割一个来回趟，随后镇上农机管理站人
员现场测定，小麦损失率为 0.63%，大大低于往年的 2%以上。 “损失
率降低一个点，每亩地大概就能多收 8 斤小麦。 按照全省 4200 多万
亩小麦，可以多收 3 亿多斤粮食。 ”陈发明表示。

目前，我省农机总动力达 6800 万千瓦，居全国第四位。全省大中
型拖拉机保有量 26.25 万台，联合收割机保有量 22.77 万台，水稻种
植机械保有量 5.17 万台。 全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81%，
超全国水平 10 个百分点。 三个主粮小麦、水稻和玉米的耕种收综合
机械化率分别达到 96.8%，87.7%，88.6%，均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

“下一步将加大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落实扶持政策，重点推广
应用智能化、绿色高效机具。”陈发明表示，根据计划到 2025 年，全省
农机总动力要达到 7200 万千瓦。将瞄准乡村振兴战略对农业机械化
的需求，深入实施主要农作物全程机械化推进行动，巩固提高粮食作
物全程机械化水平。推进农机农艺农信融合，加强信息化技术在农机
化生产中的应用，提高农业机械作业的适应性、精准性。 到 2025 年，
全省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要达到 83%。

据了解 ，我省将实施农机信息化智能化建设工程 ，加快推进
物联网 、大数据 、农业传感器等信息技术应用 ，示范推广智慧农
业 、无人农场等 ，开展 “互联网+农机作业 ”建设 ，促进信息化与农
机装备 、管理服务及农机化推广融合 ，不断提高农业机械化对现
代农业发展的支撑力。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做好““万全准备””才能应对
““万一可能””——————

未雨绸缪 全力备汛防汛
■ 本报记者 王弘毅

去年汛期，我省长江、淮河、巢湖等流域发生严重汛情。 全省上下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及国
家防总的统一部署，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全力以赴、科学应对，最终取得了防汛救灾的全面胜利。

6 月 1 日，我省已进入主汛期，梅雨期即将到来。今年我省防汛形势怎么样？各地各部门备汛情况怎么样？近日，记者采访了应急管理、
水利等部门及部分水利工程的负责人。

长江流域需警惕区

域性阶段性暴雨洪涝

应对 加固安徽段堤防 储备防汛物资

5 月 24 日 8 时， 长江安庆站水位 14.18
米，比常年同期高 2.13 米；10 时，长江安庆站
水位 14.22 米， 超过设防水位 0.02 米且呈持
续快速上涨趋势。当天，安庆市城市防洪指挥
部办公室发出今年长江防汛 1 号预警……

设防水位，虽低于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
但超过此水位代表堤防直接挡水， 堤防管理
单位需加强巡逻查险。

今年长江安庆站水位超设防的时间，比
去年提前了 37 天。

据水文数据显示，长江安庆站在 5 月 28
日当晚达到 15.3 米的水位，仅低于警戒水位
1.4 米。 截至 6 月 6 日，大通站、安庆站、芜湖
站等站点已从 5 月底的高位后缓慢下降。

今年长江流域的形势怎么样？ 5 月中旬，
根据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今年长江流域
汛情作出预测，认为今年长江流域水文气象年
景偏差，发生区域性阶段性暴雨洪涝灾害可能
性大，旱涝并重、涝旱急转几率高。再加上长江
流域地域广阔，降雨时空分布极不均匀，局部
地区甚至区域性大洪水是常态，干支流“姊妹
水”多有发生，防洪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据目前预测，今年长江流域防汛形势不
容乐观，区域性阶段性暴雨洪涝可能发生。 ”
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副处长王超表示。

受上游来水影响，5 月 10 日至 5 月底，我
省长江干流水位持续上涨， 目前水位缓落，但
水位仍较常年同期高 2.19-3.0米。 与此同时，
沿江湖泊蓄水较常年同期偏高，但受长江水位
顶托，难以自排，一旦遭遇强降雨，面临的防汛
压力将增大。

比起水位，影响汛情的更大因素是天气。
5 月份，多地出现强对流天气，天气的变幻不
定，给今年的防汛形势增添了许多未知数。

今年入汛以来， 全省平均降雨量 176 毫
米，比常年同期多三成。据气象预测，今年汛期
全省降水阶段性变化明显，部分地区可能发生
洪涝或内涝， 出梅后有一段晴热高温天气，部
分地区可能出现伏旱， 影响我省的台风 2-3
个，较常年偏多。

当前，长江流域的备汛已基本完成。据省
长江河道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
芜湖市鸠江区下九连圩保安站工程等 14 个
开口子工程已完成复堤，具备安全度汛条件；
同马大堤巨网段应急处理二期工程已于
2020 年 12 月完工，拆除外侧 350 米坍塌砌石
护坡，新建混凝土预制块护坡。同马大堤杨湾
闸出口引河段 900 米崩岸段应急守护工程已
在汛前抢修完成，有效控制了出水口段崩岸，
消除了安全风险隐患。对 2020 年汛期出险部
位实施应急水毁修复工程，对同马大堤、枞阳
江堤、无为大堤部分堤身及护堤地进行整修，
对同马大堤皖河闸检修闸门进行了更换，保
障工程度汛安全。 此外，麻袋、编织袋、瓜子
片、冲锋舟等防汛物资已做好储备，为抗洪抢
险提供了物资保障。

淮河流域降水可能偏多需防内涝

应对 加强工程设施维护 开展防汛模拟演练

去年汛期，淮河流域经历了流域
性洪水。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梅
雨期淮河流域降水可能偏多，沿淮淮
北地区要特别注意防内涝，重视支流
防汛，城市排涝要做好准备。

王家坝是淮河流域的 “晴雨表”
和“风向标”。 5 月下旬，记者来到位
于阜南县的王家坝闸看到，这里的水
位保持在 25 米以下，水情稳定。在王
家坝闸主控室，王家坝闸全新自动化
监控系统正在进行调试， 大屏幕上，
水闸上下游水位实时测报 、13 孔闸
门运行状态等信息一目了然。

省淮河河道管理局王家坝闸管
理处主任张家颖表示 ，2020 年汛期

结束后，对水闸工程进行全面检修养
护，使工程始终处于良好状态；完善
了防汛抢险、 物资运输等各类预案，
做好防大汛的充分准备。 此外，开展
叠梁安装、 闸门启闭远程操作等演
练，确保命令下来，闸门提得起、关得
上，运行安全。

淮北大堤，是淮河流域的重要堤
防。焦岗闸是淮北大堤的重要组成部
分，常年守护着 60 万人口、70 万亩农
田和 5 万亩鱼塘。

据省淮河河道管理局凤台县管
理局局长张成久介绍， 去年汛期后，
焦岗闸闸门上老化的止水橡皮做了
更换， 对闸门门板进行了防腐处理；

禹山坝堤坡做了导渗盲沟、 填筑土
方、铺设草皮，恢复了坡面。

汛前，沿淮各地加快隐患薄弱环
节检查整改， 加快推进水毁工程修
复，确保工程防洪功能完备。

既加强水利工程设施维护，又开
展模拟演练。为有效应对可能出现的
淮河流域洪水，6 月 3 日，省水利厅开
展了淮河洪水防御调度预演，模拟当
淮河发生设计标准内洪水及超 100
年一遇设计标准洪水时，启用响洪甸
水库拦洪为淮河干流错峰、启用蒙洼
蓄洪区分蓄淮河洪水、启用茨淮新河
分泄颍河洪水、启用临淮岗洪水控制
工程控泄淮河干流洪水等 4 个场景。

�� 66 月 22 日，，芜湖市繁昌区荻港镇下街段，，施工机械
正在进行长江岸线整治作业。。 本报通讯员 肖本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