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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有难
八方驰援
人民子弟兵来了
各省市的救援队也来了

近日，河南持续遭遇大范围强降雨天气，郑州等地出
现特大暴雨，多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的日雨量已突破有气
象记录以来极值。目前，部队、武警官兵、民兵、公安消防
等多支救援力量投入救援，
抢险仍在紧张进行。
重庆等全国各地兄弟省市的救援队伍也紧急驰援河南。
河南加油！咱们一起扛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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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派救援队支援

第一梯队 16 人、第二梯队 50 人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梓涵）根据
国家应急管理部要求，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紧急指派重庆
市灾害事故工程抢险救援队，奔赴河南郑州，开展应急抢
险工作。
昨日上午 10：30，中国安能重庆救援基地抽组人员 16
人、装备 7 台套（指挥车 2 台、龙吸水 2 台、物资车 1 台、冲
锋舟 1 台、自扶式救援艇 1 台），由基地副主任岳恩玉带队，
从巴南以摩托化机动方式，
向任务区域河南郑州前进。
昨日下午，中国安能重庆救援基地第二梯队 50 人挖
装分队，由基地大队长朱广红带队，以摩托化机动方式，于
当日 15 时从万州出发，
赶赴任务区域河南郑州。
据悉，此程约 1200 公里，用时约 18 个小时，预计第一
梯队于今日 4 时到达，第二梯队于今日 9 时到达。

重庆救援队第一梯队携带设备驰援河南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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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省市紧急驰援

7 省 1800 名指战员连夜集结

针对河南省郑州市连降暴雨引发险情，应急管理部第一时
间启动消防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预案，连夜调派河北、山西、江
苏、安徽、江西、山东、湖北 7 省消防救援水上救援专业队伍
1800 名指战员、250 艘舟艇、7 套“龙吸水”大功率排涝车、11 套
远程供水系统、1.85 万余件（套）抗洪抢险救援装备紧急驰援河
南防汛抢险救灾。
○河北 389 人驰援河南 河北总队第一时间调集石家
庄、邢台、邯郸、衡水支队 4 支抗洪抢险专业队及训保支队共计
389 名指战员、96 辆执勤车、31 艘舟艇，防护、救生、破拆、排水、
通信类装备器材 4000 余件（套），携行 72 小时自我保障物资，于 7
月 21 日 4 时 23 分全部集结完毕出发。
○山西 262 人驰援河南 7 月 21 日，山西总队调集 8 个支
队，262 名指战员 53 车，增援河南抢险救援工作。
○江苏 489 人驰援河南 江苏总队调集 489 人 96 车，携
带 70 艇、12 台远程供水泵组、5 台“龙吸水”及战勤保障分队、医
疗保障分队 7 月 21 日凌晨 5 时奔赴郑州。
○安徽 300 余人驰援河南 7 月 21 日，安徽省消防救援
总队调集 7 个支队、75 辆救援车、40 艘舟艇、300 余名指战员，3 台
远程供水系统，增援河南，投入抗洪抢险救援。
○江西 392 人驰援河南 7 月 21 日，江西总队和南昌、景
德镇、九江、鹰潭、抚州 5 个支队增援力量、392 名消防专业救援
力量及其保障编队、救援车辆 68 台、舟艇 52 艘，携带水域专用救
生衣 490 件、救生抛投器 32 套、无人机 17 架、卫星电话 16 部、卫
星便携站 4 个、水上机器人 2 台等装备器材，赶往河南。
○山东 274 人驰援河南 7 月 21 日 4 时 16 分，山东省消
防救援总队调派济南、泰安、济宁、德州、聊城 5 个支队、274 名指
战员、63 辆消防车组成五支抗洪抢险排涝分队出发增援河南。
据了解，此次增援河南，山东消防增援队还携带了 4 套远程供水
和 30 艘舟艇，目前 5 支增援分队正在按照指令赶往河南。
○湖北 365 人驰援河南 7 月 21 日凌晨 4 时，湖北省消防
救援总队迅速调派机关、武汉、宜昌、襄阳、孝感、随州、训保支队
共 70 车、365 人、23 舟、21 艇，携带水域专用救援衣 772 套、救生
抛投器 28 套、水上机器人 3 台、无人机 17 架、卫星电话 19 部（不
同制式）、卫星便携站 5 个及相关备用器材装备正火速赶赴河南
抗洪抢险一线。
据央视

7 月 21 日，
驻扎在开封地区的空降兵某旅官兵冒雨在贾鲁河祥符区段加固堤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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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子弟兵来了

中部战区持续增派兵力抗洪抢险

按照习主席重要指示，在中央军委部署安排下，
截至 21 日 15 时，中部战区已相继派出驻豫解放军和
武警部队、民兵应急力量 5700 余人，舟车装备 148 台
（艘），在郑州、洛阳、新乡等 30 余个险情地段投入救
援，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战区陆军某工程防化旅 75 名官兵于 6 时许顺利
完成伊川县伊河滩拦水坝爆破分洪任务，投入后续
救援行动。
战区空军某旅 80 余名官兵连夜挺近郑州市区，
开展营救受困群众、封堵堤坝等救援行动。
空降兵某旅出动 650 余名官兵，于凌晨赶到贾鲁
河险段，紧急封堵漫堤、加固堤防。河南贾鲁河开封
祥符区段出现决口，河堤旁就是村庄民房。21 日凌
晨，驻豫空降兵某旅接令后迅速出动 650 人、车辆 38
台赶赴现场。官兵们冒雨抓紧加高护堤，筑起长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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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

公里、高 1.2 米的沙袋墙，目前已完成大部分河堤加
高任务。
郑州联勤保障中心 170 余名官兵分批次投入郑
州市管城区、郭家咀水库等险段，抢修溃坝危坝、紧
急疏散群众，
并派出医疗队伍开展巡诊。
炮兵防空兵学院、信息工程大学 430 余名官兵
会同武警河南总队 280 余名官兵，坚守常庄水库、封
堵管涌。
河南省军区出动 2000 余民兵，在郑州、开封、洛
阳、许昌、焦作等地 10 余个险情地段执行疏通河道、
疏散群众和巡查、加固河堤等任务。
中部战区还采取卫星和飞机侦察手段，对灾区
实施空中监测。下一步，战区联指将根据汛情发
展，继续派出力量投入抗洪抢险。洪水不退，官兵
不退。
据新华社

爱心企业出钱出力

腾讯百度京东拼多多全面行动

危难时刻，腾讯、百度、京东、拼多多等多家企业
紧急驰援，出钱出力，利用平台技术优势共同加入抗
洪救灾行动中。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紧急宣布首批捐款 1 亿元，
并紧急调动产品技术资源，全力助力政府与社会各
界抗洪救灾。此外，腾讯公益平台也在首页设置“驰
援河南洪灾”专区，为全国网友的爱心捐助开辟通
道，
为河南抗洪抢险提供坚实保障。
21 日，百度基金会紧急捐赠 9000 万元人民币驰
援河南抗险救灾。百度 App、百度贴吧、百度健康医
典、好看视频、百度地图等百度旗下产品，已上线暴
雨互助通道等功能。调动产品和技术资源，全力助
力政府与社会各界抗险救灾。

21 日，拼多多宣布首期捐款 1 亿元，驰援河南抗
灾。21 日起，
郑州多多买菜加急盘点本地所有网格站
点的食品、
药品等救急物资，
免费用于保障周边市民救
灾及生活需求。目前，
买菜工作人员正紧急联动河南
省内外的供应商，
采购救灾及生活物资补充供给，
并将
通过全市近两万个门店网点，
免费提供给受灾群众。
21 日中午，20 余辆京东物流救援车队运载着第
一批京东捐赠的救援物资已抵达河南省中牟县。河
南当地汛情发生后，京东快速组织力量，从距离最近
的郑州亚一智能仓库紧急调拨大批铁锨、救生衣、雨
衣、胶鞋等防汛物资以及矿泉水、方便面、火腿肠等
生活物资，
由京东物流紧急驰援受灾地区。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杨野 实习生 徐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