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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针对

长江、淮河、太湖洪水齐发的严峻形势，水利

部加密会商研判，全力迎战洪水。

7 月 18 日，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

长鄂竟平两次主持会商，深入分析研判当前

长江、淮河、太湖等流域汛情态势，对三峡等

重要水工程调度工作作出针对性安排部署。

“18日会商强调，围绕三峡水库调度运用

等关键问题，统筹蓄、泄、分、滞各项措施，加

强滚动预报，精细科学调度，务实做好洪水防

御各项工作。”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

息处处长王为表示，迎战洪水，水工程精细科

学调度是重中之重。

着眼防洪大局 精细
调度三峡水库

受上游来水及库区降雨影响，7 月 17 日

10 时，三峡水库入库流量涨至 50000 立方米

每秒，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

定》，此次洪水为长江 2020年第 2号洪水。

为应对长江 2020 年第 2 号洪水，水利部

提前分析研判，统筹上下游防洪形势，安排运

用 23 座水库约 130 亿立方米库容拦洪错峰。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于 7 月 16 日夜发出 6

道调度令，联合调度长江上游水库群配合三

峡水库拦蓄，减缓三峡水库水位上涨速度，同

时调度中游湖北清江、湖南洞庭湖水系水库

群充分发挥拦洪作用，尽力减轻长江中下游

防洪压力。

“从战略高度统筹考虑三峡水库科学调

度问题，着眼防洪大局，精细调度三峡水库水

位维持在合理区间，是近期会商的重点。”王

为介绍。18 日会商指出，要充分挖掘三峡至

莲花塘区间骨干水库拦洪削峰以及城陵矶附

近江段和洞庭湖区洲滩民垸行蓄洪水的潜

力。同时，蓄滞洪区提前做好运用准备，尽最

大可能减轻堤防防守压力。要切实做好堤防

巡查防守，做到险情及时发现、及时报告、及

时处置。

立足最不利情况 防
御淮河洪水

受上中游持续性降雨影响，淮河王家坝

水文站 7 月 17 日 22 时 48 分水位涨至 27.50

米，与警戒水位持平，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

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为“淮河 2020

年第 1号洪水”。

淮河流域洪水成因复杂，预报难度大。18

日会商要求，加强雨水情监测，密切关注淮河主

要控制站汛情变化，加强调度会商，研判未来淮

河汛情发展形势，立足于最不利情况，督促地方

提前做好蓄滞洪区分洪运用准备，落实人员转

移安置措施，将各项防范措施做细做实。

截至 7 月 19 日 10 时 6 分，淮河王家坝站

水位涨至 28.74 米，超过警戒水位 1.24 米。7

月 19日 10时，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将水旱

灾害防御应急响应由Ⅲ级提升至Ⅱ级。

加大洪水外排力度
尽快降低太湖水位

7 月 19 日 14 时，太湖水位 4.71 米，超保

0.06米，周边河网区有 47站水位超警、20站超

保。太湖水位已持续超警 20 多天，当前处于

超保状态，河道、堤防、泵闸等工程持续高水

位出险风险加大。

为降低太湖水位，加大洪水外排力度尤

为关键。18 日会商要求，继续运用太浦闸等

水利枢纽和沿长江北排、沿杭州湾南排工程

加快洪水外排，尽快降低太湖及周边河网水

位。同时，抓好环湖大堤、主要行洪通道、重

点工程等的巡查防守，保障工程防洪安全。

目前，太湖流域管理局调度太浦闸全力泄水，

加大外排力度。

（科技日报北京7月19日电）

防汛抗洪 水工程精细科学调度是关键
本报记者 唐 婷

入汛以来，我国南方地区暴雨洪水集

中频繁发生。据水利部相关消息，长江、黄

河上游、珠江流域西江和北江、太湖先后发

生编号洪水。长江流域 6月以来平均降雨

量，为 1961 年以来同期最多。7 月 12 日 0

时，江西鄱阳湖星子水文站水位达到 22.53

米，标志着我国最大淡水湖水位突破有水

文记录以来的历史极值。

如此频发的暴雨洪水，乘高铁出行有

影响吗？

“铁路部门一方面尽锐出战，加强汛期

安全工作，为万里铁道线构筑坚实的防洪

大堤；另一方面会根据雨情汛情，对列车开

行方案进行实时调整。”中国国家铁路集团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南方沿江沿湖地区铁路局集团，纷纷

总动员，利用新技术新手段，拓展防洪治理

的深度和广度，实施智能防洪。

气象系统监测，无人
机高空巡视……信息化管
理与防洪工作深度融合

中国武汉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力推动信

息化管理与防洪工作深度融合，从专人应

急值守到气象系统监测，从人工攀岩勘察、

GPS 定位追踪到无人机高空巡视，让线路

监测、巡查巡守无死角，将隐患消除在萌芽

之前。

“充分运用专业气象服务互联网平台、

卫星云图、雷达图，密切监控管内雨情；在

沿线设置雨量观测点，实时收集雨量值，将

监测情况传输至安全生产指挥中心的监测

系统。”中国武汉铁路局集团公司工务负责

人说。

“7月 10日，我们对防洪重点单元所有

感应监控系统数据信息逐项分析，及时发

现了一处隧道顶安全隐患，大大缩短了应

急处置时间。”中国武汉铁路局集团高铁工

务段桥（武汉工务段）梁科负责人汤舒柳

说。

九景衢铁路，全长 5500 米的鄱阳湖特

大桥，横跨于鄱阳湖之上，一侧是鄱阳湖，

一侧是长江，被称为“风口浪尖”上的铁路

桥。鄱阳湖大桥上安装了自动水位测量

仪，实时向安全调度中心报告水位情况。

“我们 24 小时守在桥上，就是要确保大桥

和列车安全。”中国南昌铁路局集团九江桥

工段琵琶湖路桥养修工区工长党颉明说。

停运列车退票均不
收退票费

如果遇到因洪汛导致的停运等情况怎

么办？铁路部门回应来了。

停运列车退票均不收退票费。

无论持纸质或电子车票的旅客，均可

自接到通知之时起，至票面乘车日期后 30

日内（含当日）办理退票。纸质票和电子票

可在任一车站退票窗口办理退票，电子客

票（含已取报销凭证）还可登录 12306 网站

或 App办理退票。

如果使用电子支付方式购票且未领取

报销凭证的，可直接在铁路 12306 网站或

App 办理；如已领取报销凭证或使用现金

购买电子客票，也可先行在网上办理退票，

于 180 天内到任一车站完成退款等相关手

续，一并交回报销凭证。

如所持车票的发站或到站在停运区

段内，在未使用的情况下，则可办理全额

退票。例如：上海虹桥—宁波的 G7533 次

列车，运行过程中由于自然灾害，调整运

行区段为上海虹桥—绍兴北，绍兴北—宁

波区段停运。所持车票的发站或到站在

绍兴北—宁波之间，未使用的情况下，可

在票面乘车日起 30天内（含当天），办理全

额退票。

购买联程车票，其中一趟列车停运如

何办理？

“须在联程票开车前办理，办理联程票

退票时需出示相关已停运列车车票，不收

退票费。”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说，如果因

前程列车晚点导致您赶不上接续列车时，

可到前程列车票面到站办理接续列车车票

退票手续，退票时不收退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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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3·15”晚会对“汉堡王”相
关门店存在的问题进行曝光。北京海
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迅速行动，对“汉
堡王”海淀区所有门店实施全覆盖突
击检查，对偷工减料、使用过期食品等
危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法依
规予以严处。

图为执法人员对店面消杀、防疫
工作等进行检查。

本报记者 洪星摄

市场监督

守护健康

今年长江中下游入梅以来，受持续阴雨

尤其强降水影响近期气温偏低，有农民说：

“夏天该热不热，不冷不热，五谷不得。”

7 月 19 日，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资深农

业气象专家黄智敏，他说此话有理。尽管世

界气候变暖，但小概率的盛夏低温反而有所

增加。

黄智敏分析了相关气象资料，他说，像江

汉平原 8 月里出现日平均气温连续 3 天或以

上低于 23℃的低温冷害，1954 年到 2006 年间

发生的有 11 年，频率为 21%。可在 2000—

2006年 7年中就发生了 4年（次），且有过程时

段变长、降温强度加大的趋势。如 2005 年 8

月 18 日出现连续 7 天日平均气温连续低于

23℃过程，有连续 4 天在 19.3—16.3℃，达到

历年 9 月双季晚稻抽穗扬花期严重致害低温

程度。2007 年 7 月下旬杂交中稻孕穗期，还

出现连续 4 天日均温低于 23℃的低温冷害，

引起部分花粉不育，致结实率明显下降。

黄智敏说，中国气象局荆州农业气象试

验站，在 2007 年继续研究表明，上述盛夏“冷

害”，主要发生在像今年这类少见的“涝梅”

或伏涝的年份。一般在初夏到盛夏，西太平

洋副热带高压脊线，较长时期滞留在北纬

20—25 度附近，或虽北跳北纬 27 度，但只维

持数天又南回到 25 度或以南，在 1500 米或

3000 米上空，江淮有近乎东西向的切变线，

其南侧有强劲的西南暖湿急流，在地面上冷

暖空气时常在长江中下游交绥，准静止锋维

持或稍有摆动，造成持续强降水。因日照时

数连续偏少，加之涝渍地面吸收太阳辐射增

热慢，对大气的长波辐射热也减少。长期阴

雨寡照，势必会发生上述低温。

基于盛夏低温不仅对正在孕穗的中稻和

早播再生稻前季抽穗扬花不利，易引起空壳率

增高，结实率降低；也会对水稻“两系”制种产

生危害，目前两系制种多是籼型杂交水稻，主

要是温敏型不育系，这样气温成为影响制种安

全的关键因素。当日平均气温高于育性转换

的临界温度不育系表现为不育，低于临界温

度时便易表现为可育。上述对于 23℃低温易

使一些不育系转育，使制种纯度降低。像

2009年苏皖一带，因盛夏 7月下旬到 8月上旬

低温阴雨寡照天气，导致育种单位的两系法

杂交水稻制种，有相当一部分不育系转育，造

成大量种子报废。为此，希望各地对水稻低温

冷害切勿小觑，应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御。

阴雨连绵导致气温偏低 盛夏时节须防“冷害”
本报记者 刘志伟

19 日 7 时 58 分，重庆市气象台发布强天

气警报“未来 0—2 小时内酉阳将有短时强降

水、雷电。”面对今年入汛以来连续不断的强

降雨的考验，重庆市气象局利用云计算、大数

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建设以智能

探测“天枢”系统、智能预报“天资”系统、智慧

服务“知天”系统、智慧防灾“御天”系统为核

心的智慧气象“四天”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

充分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

AI助力 气象预测更准更细

要报准重庆的天气，并不容易。西南地

区地形复杂，重庆的山地、江河占比更是达

到 76%，要想实现精准预报不光要看天，更

要看地。

“天上气象变化有卫星监测，地面雷达则

相当于‘千里眼’，能够识别天象，掌握天气实

况。”重庆市科技与预报处处长喻桥说，重庆

已经建成陈家坪、永川、黔江、万州 4 部多普

勒雷达，每部雷达覆盖范围能达到 200—230

公里，每 6分钟扫描一次。

通过对接 8颗观测卫星、自建 4部多普勒

雷达和 2000 多个地面气象观测站，再辅以百

度智能云大存储、高算力、稳定的基础设施，

目前重庆气象部门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基于物

联网的智能探测“天枢”系统。得益于该系

统，重庆气象部门能够完成海量数据采集并

进行分析处理，为实况监测和天气预报预警

等业务服务提供了强有力的底层支撑。

“对于今年汛期降雨情况我们早有预

测。”喻桥说，依靠“天资系统”智能预测结果，

重庆市气象局在今年年初就发布了“汛期气

温偏高、降水偏多，暴雨洪涝、高温干旱均重

于常年和去年，涝重于旱”等预测结论。早预

测、早防范，在今年汛期来临之前，重庆就启

动了灾害预防调度。

通过百度的技术支持，重庆市气象局建

立了气象 AI 深度学习平台，支持气象预报的

模型训练。“深度学习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分析

归纳，能够更精准的找寻到区域天气变化的

规律。”重庆市气象台台长周国兵介绍，海量

数据加科学算法，再叠加预报员经验，进一步

地提高了预测准确率，特别是相比在传统手

段下，人工智能手段提高了 0—2 小时临近天

气预报的准确率。

一呼百应 预警信息
发布全覆盖

今年汛期，重庆綦江多次“告急”。6月 22

日綦江河流域洪水突破 1998 年“8·7”洪峰记

录，达到 227.6 米；27 日，洪水再次暴发，超过

警戒水位 0.9米；7月 1日，洪峰水位高达 224.3

米，超过保证水位 1.8 米。短短 10 天内，长江

上游支流綦江河流域洪水发出“三连击”，然

而，在这种极端洪水事件冲击下，綦江区仅

“6·22”就紧急转移近 10万人，无一人伤亡，保

障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这背后离不开

“四天”系统的及时监测、及时预警、及时告

知，让当地能够早部署，早转移。

“气象是防御灾害的源头，我们早一点，就

能减少灾害影响多一点。”重庆市气象预警信

息发布中心主任况星介绍，目前建设的御

天—智慧防灾系统，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技

术将全市 16000 多个地质灾害隐患点信息与

四重网格人员信息、雨量观测站信息进行关联

匹配，一旦达到雨量阈值，系统就会自动向关联

的责任人发送预警信息，以最快的速度把天气

预警信息传达给最需要的人，提醒防灾避险。

同时，依托该系统加快完善了“市—区县—

乡镇(街道)—村(居)—组—户”六级一体化预

警工作体系，目前，预警发布已经覆盖了全市

的 1028 个乡镇，已建成 3539 个预警终端、160

余万短信用户、4.5 万预警微信、2600 余块电

子显示屏、700 万电视机顶盒等在内的 15 类

发布渠道，预警短信发布速率从 160 条/秒提

升到 3000 条/秒。村民微信群也第一时间转

发气象预警信息，预警信息到村到户到人。

入汛以来，通过“御天·智能预警信息发

布系统”，全市发布灾害性天气预警 547期，气

象 灾 害 预 警 信 号 394 期 ，强 对 流 天 气 警 报

1427 次，雨情信息 1101 次，有力支撑了气象

灾害防范应对。

重庆：智慧气象系统 筑牢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
本报记者 雍 黎 实习生 徐 勇

（上接第一版）
“家里有两个孩子，最大的 6 岁，最小

的 3 岁。过去自己在外漂泊，妻子在家照

顾孩子和老人，虽然家庭收入不错，但对家

里老人妻儿非常牵挂。”段科说，如今夫妻

俩都在同一家企业上班，还能一起照顾家

里，生活幸福感明显提升。他给记者算了

一笔账，过去自己在外打工，妻子在家照顾

老人孩子，家庭月收入约 8000 元，如今夫

妻两人都在本地工作，家庭月收入已超过

了 1.2万元。

仁寿县是四川的劳动力转移输出大

县，152.4 万人的户籍人口中，外出务工人

员达到 54.45 万人。作为全国首批农民工

返乡创业试点县，当地农民工服务中心通

过搭建大数据分析平台，为农民工返乡创

业就业提供精准高效服务保障。

目前，正在投入运行的仁寿县农民工

数据分析平台，已收集了全县 29 个乡镇

（街道办）587932 名农民工的基础数据和

6095 名返乡创业农民工、农民工党员、农

民工村干部的数据，实现了农民工返乡创

业就业的跟踪式一站式服务。

从环境“脏乱差”到
乡村“景如画”
“浊水凼”“垃圾堆”不见了，取而代之

的是白墙下鲜花点缀；小溪里碧波微澜、房

舍边翠竹掩映……平坦而整洁的村道边，

一栋栋瓦红、亮白的咖啡、民宿、餐饮店铺

整齐排列在两旁。

这是距四川德阳市区约 7 公里的旌阳

区东湖街道高槐村。2014 年被认定为市

级贫困村后，为实现脱贫摘帽奔小康，这里

结合近郊区位优势，通过共创共建模式，实

现新农人培育、农村新业态探索，已有 50

多人创办了咖啡、民宿、餐饮、康养等 30多

个原本多见于城市的新兴业态。该村也于

2016年脱贫摘帽。

“看看这周边美丽的环境，忙的时候、

不忙的时候，生活都像在度假。”当地芳华

旧时光客栈的负责人刘雪梅说，2018 年夫

妻俩放弃了城里美容美发行业的工作，陆

续投入近 200 万元在高槐树村开起了咖啡

店，目前年收入约 30万元左右。“开始的时

候生意比较淡，随着这里环境越来越好，生

意越来越红火。周末不预定根本无法接

待，车都停不下。”

东湖街道办主任何建说，目前当地

农村经济收入主要为房租收入、务工收

入、土地租金收入、村民创业收入等。下

一步这里将邀请专业的规划团队，进一

步优化乡村旅游品质，提升文创产业承

载能力。

科技日报合肥7月19日电（记者吴长锋）
记者从安徽有关方面获悉，7月 17日至 18日，

安徽省多地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防汛抗洪形

势更加严峻。淮河流域出现汛情，巢湖流域外

排不畅、积涝严重，长江干流全线超警。安徽

防汛抗洪面临“两线作战”局面。

7月 14日以来，淮河上中游出现持续性降

雨，受其影响，淮河王家坝水文站7月17日22时

48分水位涨至27.50米，与警戒水位持平。依据

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

水编号为“淮河2020年第1号洪水”。根据水情

遥测信息显示，截至7月18日18时，淮河王家坝

站水位28.08米，超警戒水位0.58米，目前流域

区域内仍有较大降雨，水位在快速上涨。

强降雨导致巢湖流域河湖水位全线上

涨。17 日晚至 18 日，合肥、六安等地发生持

续性强降雨，两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其中，

合肥市降雨破极值。7 月 17 日 20 时至 18 日

14 时，合肥市区降雨量 239.5 毫米，位列市区

有气象记录以来日降雨量第一位。支流南淝

河、派河、丰乐河、杭埠河等全线超警戒水

位。合肥市两大水库董铺水库、大房郢水库

双双超汛限。巢湖流域正全力外排积涝。巢

湖闸开启引裕溪河洪水入巢湖，以减轻裕溪

河流域防汛压力。18日晚 20时 10分，东大圩

进洪闸开启，庐江县东大圩蓄洪区开始蓄洪。

根据《安徽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

规定，安徽省防指于 7 月 18 日 18 时将防汛应

急响应提升至Ⅰ级。安徽省应急厅防汛抗

旱处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立足长江、淮河

“两线作战”，按照防汛 I 级应急响应要求，持

续强化长江流域重要堤防、重要设施巡查防

护，及时转移危险区内人员；盯紧淮河、滁河

流域雨情水情汛情变化，提前预置各类抢险

救援力量，加强工程调度，全面做好行蓄洪

区运用准备，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安徽：开启“两线作战”模式 防汛应急响应升至I级

科技日报昆明 7月 19日电 （记者赵
汉斌）记者 19日从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获悉，近日，在我国云南腾冲首次发现两种

铠兰属植物——喜马拉雅铠兰和铠兰，具

有极高的科研价值。

不久前，云南省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保山管护局腾冲分局在高黎贡山

山系发现了一种铠兰属植物的野生居群，

经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云南省极

小种群野生植物综合保护重点实验室孙

卫邦研究团队的实地调查，鉴定为喜马拉

雅铠兰。

同时，在此次调查中，孙卫邦团队还意

外发现了同属的铠兰。此次发现的这两种

铠兰属植物的居群，均为腾冲市首次记

录。这为高黎贡山南段山系增添了两种重

要的植物物种。

孙卫邦研究员介绍，兰科铠兰属植物

为地生草本，仅有一枚叶、单朵花，植株高

仅数厘米。铠兰属约有 150 种，主要分布

于新几内亚、澳大利亚、太平洋各岛，并经

东南亚延伸至喜马拉雅山脉，我国分布有

6 个种。根据《中国植物志》及相关文献记

载，喜马拉雅铠兰分布于不丹、印度东北部

以及我国台湾；铠兰分布在广西、台湾以及

云南景东。

团队成员王慧纯说，他们在对海拔

1790 至 1810 米的一片区域进行调查时，

赫然发现了铠兰与喜马拉雅铠兰竟共同

着生在苔藓及枯木上，但植株较少。

云南腾冲首次发现两种铠兰属植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