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7月6日讯 排干积
水、清扫路面、清运垃圾……
从今天起，长沙市城管系统全
力开展环境大扫除、垃圾大清
运，力争到7月10日，基本恢
复汛前市容市貌，将洪灾对市
民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

中午12时30分， 记者来
到杜甫江阁。随着水位降低，
亲水平台露出来了， 天心区

城管局、园林局、环卫局400
余名工作人员正在对沿江风
光带进行大清洗。

当天， 长沙市共出动人
员7747人次，水车、清扫车等
近800台，处理灾后现场垃圾
2600吨， 清理淤泥1700吨，
修复道路1471平方米、 人行
道841平方米，疏浚排水管道
4198米。 ■记者 陈永刚

灾后重建

长沙全城大清扫
力争大后天基本恢复汛前市容市貌

除了高铁出行受限，7月
6日， 京津冀地区遭遇大暴
雨，致使大量航班取消。

国内航班数据服务商飞
常准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7
月6日17时，全国应该执行的
计划航班14267班（不含共
享），不正常航班达到了6049
班， 不正常航班占比率达到

42.4%。 因受雷雨天气影响，
全国大面积延误机场11家。
其中， 又以北京首都机场的
航班受影响最为严重，截至7
月6日17时，延误的进出港航
班为260余架次，取消的进出
港航班高达630余架次，进港
备降航班54架次， 不正常航
班占比率超过六成。

空运

暴雨致北京机场六成航班取消或延误

本报7月6日讯 省交通
运输厅披露，至7月4日，湖南
高速公路因汛情发生交通阻
断的路段已经全部抢通。普
通公路因受灾严重， 至7月5
日，仍有11个路段无法通行。
水运事故险情全部成功解
除， 停运车站和线路也开始
陆续恢复通行。

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汛
期以来， 湖南全省运营高速
公路累计发生水毁571处，国
省道及以下级别公路出现超
5小时交通中断的路段68处，
水运险情事故（船舶走锚，便
桥冲垮等）14起，因汛情停班
的客运车辆累计达2000辆
以上。 ■记者 潘显璇

我省高速因汛情阻断路段已全部抢通

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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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6日讯 今日5
时左右， 京广高铁汨罗东至
长沙南站区间浏阳河隧道因
渗水临时关闭。受此影响，当
天湖南地区途经该路段的
150余趟高铁停运或折返。为
确保安全， 广铁集团立即启
动应急预案， 成立抢险指挥
部展开抢险。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杜家毫， 省长许达哲
就事件作出批示， 要立即组
织力量全力排水， 尽快恢复
交通，要加强调度支持，从抢
险队伍安排、抢险物资、排水
设备方面及时提供保障。副
省长张剑飞赶赴现场处置。

中国铁路总公司党组书
记、总经理陆东福多次致电抢
险指挥部，部署指导现场抢险
工作。 广铁集团及中铁隧道
局、中铁一局等8家工程单位
联合抢险， 共出动干部职工
500余人，启用隧道内既有全
部8台水泵， 征调7套大功率
抽水设备，加快排水进度。

湖南省和长沙市政府、省
市安监、住建、城管、公安、消

防、电力、通信等部门，以及国
家矿山救援队邵阳基地共
700余人， 携带5套大功率抽
水设备、3辆消防车紧急支援。

广铁集团发布的数据显
示，截至7月6日14时，湖南地
区有150余趟列车停运、折返。
停运的列车， 都是从北京、郑
州、 武汉等地来往于长沙、广
州等地途经京广线的高铁。

“本来是买的早上10点
多的高铁从长沙前往北京，
结果被困在高铁站， 退改签
窗口人满为患，等了3个小时
都没见有恢复通行的苗头，
只能取消了行程。”长沙市民
陈伟民告诉记者。

记者晚间从广铁集团获
悉，当日晚10时，经过全力排
水抢险， 京广高铁浏阳河隧
道积水已基本清理完毕，恢
复列车通行。

抢通后， 铁路部门当即
加开了往广州、深圳、南昌、
怀化方向的高铁， 当晚11点
半之前， 加开的列车全部开
出。

■记者潘显璇

京广高铁浏阳河隧道恢复通车
因渗水湖南地区有150余趟高铁停运、折返 17小时紧急排险，积水基本清理完毕

本报7月6日讯 记者从长沙市
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 预计7日5时
左右，湘江长沙站将退出警戒水位，
即降至36米以下。

根据今日20时水情趋势， 长沙
水文部门分析， 湘江长沙站7日5时
左右退出警戒水位(36.0米);浏阳河
朗
木梨站7日1时左右退出警戒水位
(36.0米);捞刀河罗汉庄站7日3时左
右退出警戒水位(34.0米)。

21时， 湘江长沙站水位36.82
米，超警戒水位0.82米，较20时回落
0.09米； 浏阳河朗

木梨站水位36.30
米，超警戒水位0.30米，较20时回落
0.08米；捞刀河罗汉庄站水位34.47
米，超警戒水位0.47米，较20时回落
0.08米； 沩水宁乡站水位37.30米，
较20时回落0.04米； 城陵矶水位
34.16米，较20时回落0.01米。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陈诚
实习生 李红 谷家茹

最新汛情

湘江长沙站今日5时
或退出警戒水位

本报7月6日讯 今天下午4点，
湘江株洲站水位39.75米，并正以每
小时0.11米的速度持续下降， 预计
明天中午退至38米以内。 当天下
午， 株洲决定将防汛应急响应由二
级降低至四级。

目前， 株洲市防汛工作取得阶
段性成果，接下来，该市将做好群众
安抚、生产自救、卫生防疫、修复水
毁工程、 解决低洼地抽排问题等工
作。 ■记者 李永亮 实习生 高荆豫

株洲将防汛应急响应
由二级降至四级

空中俯视长沙橘子洲景
区，洪水“穿洲”现象已消失。
再次踏入该景区， 这里大部
分地方洪水已经退去。经过3
天的道路清淤、绿化清洗等，
7月6日， 灾后的橘子洲重新
清爽亮相在记者眼前。

清淤3天景区变整洁

清淤、冲洗———烈日下，
10台消防车、14台高压水泵
同时作业， 近800人挥汗如
雨， 争分夺秒的护洲行动当
天在橘子洲景区仍紧张有序
进行着。护洲人员中，除橘洲
景区工作人员外， 还有岳麓
区环卫局、 国家电网湖南公
司、麓山景区、橘洲街道办事
处等部门、单位的工作人员。

在橘子洲景区地铁站附
近， 来自麓山景区安全保卫
科的刘毅博和另9名同事正
在对洪水退后刚裸露出来的
部分游步道清淤。洪水退去，
却留下了大量淤泥， 最厚的
地方达15厘米。“这么厚的淤
泥， 一般的工具根本冲不干
净的。”刘毅博说，幸亏有消
防高压泵， 同时借助机动泵
加压抽水，多次反复冲洗，淤
泥才一层层清洗掉。

从7月4日起， 他们每天
有10人在橘子洲景区清淤，
而且基本是负责清淤的难点
部位。“我们是兄弟单位，来
支援是应该的，再说，作为长
沙人， 也应该保护我们自己
的橘子洲。” 刘毅博笑着说，
“现在洪水退的地方，基本清
淤了。”

从本报记者6日上午的

航拍照看，洪水“穿洲”现象已
消失。 与之前要蹚深及小腿的
混水小心翼翼地走相比，下午，
在橘子洲采访， 记者根本不用
担心弄脏鞋， 洲上路面基本已
变得干净整洁。 据了解， 经过3
天的奋战，截至目前，景区已完
成主游道的清淤， 清洗小游路
9000平方米、 边坡小灌木7200
平方米， 防疫消毒工作全面铺
开。 电力部门正在逐步恢复配
电设施供电。

向市民征集绿地清淤法

据介绍，根据设计，该景区
的亲水平台泊岸水位为33.78
米，也就是说，湘江水位要低于
33.78米时， 江水才不会涌入洲
上，湘江水位低于33.78米，这是
景区灾后重新开园的首要条件。
橘洲景区景区管理处相关负责
人向记者表示，将会努力通过切
实措施，“把景区景观质量和接
待服务设施恢复到灾前水平，尽
快还原美丽的橘洲风貌。”

据介绍，根据方案，他们明
天将对林木等绿化植被清淤，
后天计划对草地进行清淤。但
如何科学有效地清除植被淤泥
是一大难题，“传统办法是用高
压水枪清洗， 但是这样清理效
率不高， 而且容易损伤到植被
根部。”该景区希望通过本报向
社会公开征集绿地清淤办法。
读者朋友， 如果您是这方面的
专家， 而且有好的绿地清淤办
法， 可拨打橘洲景区管理处电
话0731—88882152，为保护橘
子洲积极建言献策。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 李红
谷家茹 通讯员 阎友兰

7月6日上午，长沙市橘子洲头，湘江水位回落后，洲上的道路被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清扫得干干净净。记者 田超 摄

洪水“穿洲”消失，橘子洲清爽亮相
橘洲景区向市民征集绿地清淤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