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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3日讯 一季度， 长沙
市从业人员增长幅度有所提升，就
业形势总体平稳， 但技能型人才缺
口较大。记者今日从长沙统计局了解
到，1-3月份，长沙市“四上单位”从
业人员期末人数为139.03万人， 比上
年同期增加7.8万人， 同比增长5.9%，
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3.2个百分点。同
期，长沙城镇登记失业率为2.80%，城
镇新增就业人数为3.53万人。

但由于社会对技能型从业者存
在固有的刻板印象，其“社会地位不
高”的老旧观点影响了一代人，致使
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有所缺失。 目前
全国高级技工缺口近1000万，长沙
春季用工调查结果显示，66.7%的企
业需要招聘专业技术人才， 较上年
提高13.7个百分点。 ■记者 李成辉

5月22日起，我省湘中以北
地区发生了今年入汛以来范围
最广、强度最大的降雨天气，全
省多个市县泡在新一轮强降水
里。23日上午，省委副书记乌兰
就当前防汛抗灾工作作出重要

指示， 省防指随后召开防汛会
商会， 并决定自当日10时起启
动防汛Ⅳ应急响应。 根据气象
部门预测，23日白天雨区南移，
湘南局地大到暴雨，24日起省
内天气转晴气温回升。

本报5月23日讯 昨天下
午、晚上，长沙突降暴雨，部分
道路、街巷因下水不畅、地势
低洼、排水管网不完善等导致
积水， 特别是部分道路交叉
口、个别涵洞以及部分安置小
区内等积水较严重。

长沙城内五区市政部门
提供的信息显示，芙蓉广场家
乐福超市前坪、 火车站附近、
高家坡下穿京珠高速路段、文
庙坪、麓山南路、西长街、韶山
路水利厅前面南往北等多处
道路出现不同程度的积水，截
止到今日上午11时，这些积水
均已排完。

“大部分由于垃圾堵塞泄水
井口造成，积水面积约30至60平
方米，深度约15厘米。”雨花区市
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开福
区、 天心区范围内出现的积水，
也大多是树叶、垃圾等堵塞泄水
井口造成，市政、城管、环卫等部
门，通过打开道路中间的检查井
及边侧泄水井盖， 增加雨水流
速， 并对管道堵塞地段用疏沟
机、 抽水机等进行疏浚排水。与
此同时，各部门在容易造成积水
的地段均设置小分队， 及时排
渍，24小时安排人员值守。

■记者 吕菊兰
实习生 韦美妃 唐元华

本报5月23日讯 昨
日下午一场暴雨， 让长沙
市城区最大泵站———田心
港泵站的8台排渍水泵全
部开启。 自今年4月1日入
汛以来， 长沙市城区排水
无虞， 长沙市城区排水设
施运行服务中心对所辖城
区45座泵站及17个易积水
点加强管理及监控。

田心港泵站
所有排渍泵开启

昨日下午4点左右，长
沙城区出现暴雨， 作为长
沙市城区最大排渍泵站，
田心港泵站8台排渍水泵
全部开启。

“刚开始只开2台，后
来水位计上监控数字不停
在涨，于是慢慢开到8台。”
现场一位工作人员介绍，
田心港泵站汇水范围西至
湘江北路、北至栖凤路、东
至东二环、南至人民西路，
低 区 雨 水 汇 水 面 积 为
591.68公顷，8台排渍泵均
为475千瓦，总排渍流量为
每小时13200立方。

田心港泵站的运行情况

通过站里16个摄像头清清楚楚
地呈现在长沙市城区排水设
施运行服务中心的二楼监控
室里，在这里，长沙城区45座
泵站运行情况及17个易积水
点的现场情况均在掌握中。

今年城区排雨水量
超过1400个游泳池

“面临此前数次大雨及
暴雨，所有设备运转正常，辖
区范围内未出现大面积、长
时间积水。”长沙市住建委排
水中心主任程继学介绍。昨
天下午四点多通过监控发现
徐家湖泵站水位上涨到30厘
米左右后， 中心马上与岳麓
区市政联系， 在采取清理泄
水板等措施后， 使积水在二
十分钟左右排空。

长沙市住建委排水中心
的数据显示， 截至5月21日，
长沙市城区总排渍936.81小
时、 总排渍量708.6万立方
米。“一个标准游泳池的水量
为5000方，也就是说，今年以
来， 长沙市城区已排雨水量
超过1400个标准泳池。”

■记者 叶子君
实习生 万柏贤 林斐婧

本报5月23日讯 5月23日凌
晨3时许， 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小
沙江镇突遭30年不遇的暴雨袭击，
至7：40，降雨量达到179mm，引发
泥石流灾害，灾情严重。当地干部群
众积极开展防汛救灾， 目前无人员
伤亡事故。

截至23日早上7时30分，隆回
虎形山乡有12个村灾情严重，其
中白水洞、茅坳等村最为严重。据
该乡初步统计共损毁房屋820余
间， 道路塌方共500余处70公里，
农田损毁5000余亩， 秧苗损坏严
重，灌溉渠道基本全毁，全乡10余
个村断电。

5月22日下午3时，当地防汛办
接到县国土所转交的省灾害应急中
心2017年第4号预警信息， 并紧急
启动应急预案， 第一时间通知所有
联村领导、驻村干部和村支部书记，
立即进行地质灾区巡查， 做好防灾
避灾准备。

■陆益平 陈志强 尹建国

入汛最强降水袭扰多县市
省防指启动防汛Ⅳ应急响应 今起天气转晴气温回升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本轮省内强降水主要出现在22日夜间，
暴雨集中在怀化、湘西州、益阳西部等地，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
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怀化的溆浦24小时降雨量达96.7毫米。

在气象预警方面，22日08时至23日08时， 全省共发布预警信号
暴雨75县次（红色预警10县次）、冰雹1县次、雷电63县次、大风9县
次、雷雨大风4县次。

省气象台预计，23日湘南局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短时强
降水等对流性天气；24日至28日省内晴天间多云，气温回升。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张文俊 尹婷

据初步统计，本轮降雨（截
至23日12:00），共造成邵阳、张
家界、怀化 、湘西等4个市州
12个县市区89个乡镇10.446万
人受灾，紧急转移人口0.6万人，
农作物受灾面积7.14千公顷，倒
塌房屋250余间，直接经济损失
1.38亿元，其中水利设施直接经
济损失0.33亿元。暂无人员伤亡
和重大灾险情报告。

其中，有较大影响的险情
分别为：隆回县虎形山滑坡隐
患、 娄怀高速怀化段221公里
处（东往西方向，燕子洞隧道）
发生隧道积水、新邵县黄家桥

段23日10时30分许发生漫堤
等3处。目前，各险情地的相关
人员已全部提前转移，无人员
和车辆滞留，截至记者发稿前
黄家桥漫堤段水位已降至堤
顶高程以下，当地正密切关注
水情变化。

23日上午10时， 省防指启
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衡阳、益
阳、常德、邵阳、娄底、怀化、永
州、张家界、湘西自治州9个市
州为当前防汛抗灾工作重点区
域。目前，省防指已经派出2个
工作组赶赴怀化、 邵阳指导防
汛工作。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全
省累计面平均降水量550.9毫
米，较历年同期均值586.9毫米
偏少6.1%；入汛以来 (4月1日
8时起)， 全省累计面平均降水
量242.6毫米，较历年同期均值
311.1毫米偏少22.0%。

22日8时至23日8时， 湘中
以北地区普降大到暴雨，局地大
暴雨，全省平均降雨量为26.7毫
米，50毫米以上笼罩面积3.4万

平方公里，100毫米以上笼罩面
积0.3万平方公里。 最大为益阳
市57.0毫米，岳阳市50.0毫米次
之。 全省共20县51站降雨超
100毫米，点最大降雨为辰溪县
火马冲站197.5毫米，其次为溆
浦县下庄站174.5毫米。

受降雨影响， 资水下游部
分支流、沅水支流酉水猛洞河、
武水及澧水中上游水位出现较
大涨幅，但均在警戒水位以下。

雨情：20县51站降雨超100毫米

险情：10万人受灾，暂无人员伤亡

今起转晴，气温回升天气

长沙城区多路段出现积水
市政24小时专人值守

连线

长沙城今年排雨超1400个泳池
45座泵站、17个易积水点均在控

据了解，今年以来，长沙市城区防指在长沙市范围内分
片布置了城防物资设备储备点， 城区防指有关成员单位已
落实好防汛抗旱应急队伍并登记造册， 基本保障紧急情况
下物资、设备、队伍应急需求。根据介绍，他们将“凭借坚实的
人员和设备基础，顺利实现30分钟内到达抢险现场的工作目
标，确保主城区不内涝、不渍水。”

市民若在长沙城区发现内涝或积水，可拨打长沙市城区
防指24小时办公电话84331110，将有值班人员视情况对处置
任务进行分配。

应急救援 30分钟内可到抢险现场

一季度长沙市从业人员
达139万人

隆回县虎形山
遭30年不遇暴雨袭击

5月22日上午，湘西州永顺县一辆商务车被洪水困住，民警赶往现场实施救援。 永顺公安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