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8日，湖南株洲市茶陵县马江镇村民涉水出行。连日来，位于湖南东部的茶陵县、攸县等地区普降暴雨，造
成洣水水位上涨，沿线城乡低洼地带出现内涝，部分农田被淹。 新华社 图

7月8日凌晨2时开始，
暴雨夜袭绥宁，截至当日上
午10时，湖南省绥宁县有14
站降水大于100毫米，27站
降水大于50毫米，最大降水
量170.3毫米， 最大小时雨
强61.9毫米。

8日凌晨2时， 暴雨来
袭，该县通过“湖南省、市、
县一体化平台”发布实况警
报并进行村村响语音播报，
共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1条、 暴雨红色预警信号1

条、 实况监测预警信息8条
3000余人次。各乡镇、村、
组干部根据预警及降水情
况运用村村响、铜锣、口哨、
电话、上户敲门等方式对危
险区、沿河低洼地段的人员
进行提前转移。

经初步统计，全县10个
乡镇受灾， 转移群众1.5万，
部分乡镇出现道路塌方、房
屋进水等灾情，没有人员伤
亡。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滕婷 通讯员 杨朋

绥宁10个乡镇受灾转移群众1.5万人

暴雨和地质灾害风险齐拉橙警
未来10天还有三次降雨过程，我省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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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情】
1221个乡镇雨量超50毫米

据实况统计，7月6日8时～8日
14时， 湘中偏南地区出现了强降
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省
内共计1221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
50毫米。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株洲中
部、衡阳、永州中部、邵阳西部以及
怀化南部。

8日当天， 我省雨势依然猛烈。
来自省水文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8
日8时到8日21时，湖南全省平均降
雨量224.6毫米，永州市685毫米，邵
阳市522毫米，最大为怀化市780毫
米。 最大降雨站点出现在洞口县洞
口（二）站，降雨量为129.5毫米。

【水情】
沅资湘水或现涨幅1~3米洪水

记者7月8日从省水文中心了解
到，本轮雨水主要砸向湘江干流，资
水中上游。截至当日21时，我省共有
15个河道站水位超过警戒水位，13
个水库站水位超汛限水位以上。

据水文部门预测，9日前后，沅
水五强溪水库、资水柘溪水库可能
分别出现7000立方米每秒左右、
6500立方米每秒左右的入库洪水
过程。9日至12日，沅水、资水、湘
水干流可能发生涨幅1~3米的洪
水过程。

湖南省水文资源勘测中心当日
16时30分继续发布洪水黄色预警：
受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预计9至

10日，湘江干流永州市零陵区老埠
头河段至祁东县归阳河段将出现
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湘江干流衡
阳市衡山县城河段至株洲市城区
河段将出现超警戒水位1至2米左
右的洪水，湘潭市城区河段至长沙
市城区河段将出现警戒水位左右
的洪水。9日，资水干流邵阳市城区
河段将出现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
资水干流冷水江市城区河段将出
现超警戒水位1米左右的洪水，提
请沿岸相关单位以及社会公众加
强防范，及时避险。

【气象】 未来十天有三次降雨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十天
我省多过程性降雨天气，三次过程
分别为8至9日、12至14日和15至
17日。

具体来看，9日白天： 长沙东南
部、株洲、湘潭、娄底、衡阳、邵阳、怀
化南部、永州、郴州部分地区大到暴
雨，局地大暴雨。9日晚到10日白天：
湘东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
雨。10日晚到11日白天： 湘东南阴
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雨。

气象专家提醒， 未来十天湖南
降雨集中期具有暴雨范围广、 累计
雨量大、持续时间长的特点，造成中
小河流域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及城
乡内涝等灾害的风险大， 需高度重
视，做好防御工作。同时，需注意防
范强降雨过程伴随的短时强降水、
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可能造成的
灾害影响。

本报7月8日讯 重大疾
病如何提取？ 公积金贷款放
款后， 可以变更还款方式或
者贷款期限吗？近日，长沙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6月
网络热点问题月报， 集中对
缴存职工关心的问题进行了
解答。

据悉， 今年6月，12329
公积金服务热线共接听业
务咨询电话48372通， 处理
12345市民热线工单83笔 ，
处理市政府“互联网+政府
服务”平台住房公积金咨询
业务123笔。

“职工家庭或其子女、父
母因重大疾病造成家庭生活
特别困难， 且在长沙市内就
医的（缴存在铁路分中心的
职工不受就医地限制） 可以
申请办理重大疾病提取。”长
沙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
负责人介绍。

大病提取中所指的重大
疾病包括：慢性肾衰竭（尿
毒症）、恶性肿瘤（癌症）、再
生障碍性贫血（白血病）、慢
性重型肝炎、心脏瓣膜置换
手术、 冠状动脉旁路手术、
颅内肿瘤开颅摘除手术、重
大器官移植手术、主动脉手
术以及治疗费用较高的其
他疾病。

据了解，在重大疾病治疗
期间每年可申请提取1次，每
次提取须间隔12个月以上，提
取总额不超过近12个月内实
际发生的个人负担的医疗费
用总额，提取金额至住房公积
金账户余额的百元位。
■记者卜岚 实习生陈海明

眼下， 湖南降雨正在
持续进行中。 根据当前雨
水汛情，省水利厅7月8日
11时启动IV级应急响应，
省气象台当日16时继续
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8

日20时至9日20时，长沙、株洲、湘潭、衡阳、邵阳、郴州、永州、怀化
南部、娄底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雷雨大风等强对
流天气，谨防地质灾害和渍涝。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滕婷通讯员罗丹尹卓

公积金大病提取
每年可申请一次
长沙公积金6月热点发布

本报7月8日讯 7月7
日下午，湖南株洲茶陵县普
降大暴雨，导致部分居民房
屋被淹，株洲消防茶陵中队
紧急出动2辆消防救援车，
13名队员前往救援。

15时49分， 经过侦查
小组反馈情况， 因连日下
雨， 土桥村四周多为高山，
排水系统较弱，从高山上冲
击而下的水流非常险急，下
游道路已经完全淹没，最深
处已经达到2米。

指挥员立即组织抗洪
救援突击队扛皮划艇跑步
前往受灾严重区域。16时05
分，突击队到达第一户被困
老人家中，因老人担心家中
财产安全不愿撤离，在突击
队员耐心劝说下，突击班班
长将老人抱至皮划艇上撤
离。另外有一户人家所处位

置水较深， 且水位仍在上
涨，没有可以暂时撤离的高
地， 突击队员立即前往营
救，在探路时发现四周皆为
农田，水深至脖子处，营救
难度大， 途中因水流过急，
救援人员还遇到了陷入淤
泥、踏空等危险情况，经过
10分钟的努力，终于成功找
到被困人员并将他们安全
撤离。

在将10名被困人员成
功救出后，救援人员发现还
有8名群众被困下游， 立即
展开第二次营救，安全转移
剩下8名被困人员。

此次营救行动，共解救
被困群众18名，其中8名小
孩，7名老人，3名妇女，同
时， 疏散小组先后疏散15
名人员至高地安全区域。

■记者 张洋银

多处房屋被淹 株洲消防紧急转移18人

根据湖南省气象台7月8日短期
气象预报情况， 湖南省地质灾害应
急中心与湖南省气象台联合会商得
出如下结论：

自7月8日20:00至9日20:00，受
降雨影响,�其中湘中、 湘西南部分
地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大
（橙色预警），湘中以南大部分区域
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大（黄
色预警）。

橙色预警区域：株洲市攸县东
部、茶陵县西南部，衡阳市南岳区
北部、衡阳县南部、衡南县、衡山县
南部、衡东县西部、祁东县东部、耒
阳市北部、常宁市西部，邵阳市绥
宁县北部、新宁县南部、城步苗族

自治县南部，郴州市安仁县，永州市
零陵区南部、祁阳县南部、东安县西
部、双牌县、道县北部、江永县西部、
宁远县北部、新田县北部，怀化市通
道侗族自治县南部等；

黄色预警区域：浏阳市，株洲市
芦淞区东南部、 天元区南部、 渌口
区、醴陵市，湘潭市湘潭县、湘乡市
东南部，邵阳市双清区、大祥区、北
塔区南部、邵阳县、隆回县南部，郴
州市北湖区南部、苏仙区西部、宜章
县南部、嘉禾县、临武县西部、汝城
县南部、资兴市北部，永州市冷水滩
区、蓝山县、江华瑶族自治县，怀化
市会同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娄
底市双峰县等。

这些地方要谨防地质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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