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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工程建设】
南岗洼：

“十八般武器” 助阵
遇百年暴雨不积水

京港澳高速公路南岗洼段是
2012年 “7·21” 特大暴雨中磨灭
不去的一个 “地标”。 今年的几
场大雨， 南岗洼村摘掉了 “积水
点” 的帽子。 大雨过程中， 路面
不见积水、 车辆通行顺畅。 究其
原因， 是因为应用了最先进的防
汛排涝手段。

“南岗洼路段新修建的蓄水
池， 赶在汛前完工， 现在已经派
上了用场。 让人放心的是这项工
程的建成， 即使出现百年一遇的
暴雨， 京港澳下凹桥区也不会出
现积水。”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
院市政规划所工程师张义说。

张义解读了这项工程的绝妙
之处： 沿京港澳高速自蟒牛河西
侧至佃起河开挖2.2公里的排水
明沟， 让外来客水从此排走； 在
京港澳北侧新建3.3万方的调蓄
水池， 让客水在此 “存身 ”； 按
照百年一遇洪水位将蟒牛河的右
堤加高 0.5米 ， 防止河水溢满 ；
在高速两侧加高1.2公里长的挡
水墙， 不让水翻过京港澳进入道
路； 改造南岗洼雨水泵站， 让道
路排水更顺畅……可以说， 为了
“守护” 这一片低洼地带的安全
和交通顺畅， 防汛排涝工程可谓
使出了打通排水出路 、 拦截客
水、 雨水存蓄等 “十八般武器”。

大红门立交桥：
蜂巢状调蓄池潜行地下

可收集万余方雨水

2016年 “7·20” 特大暴雨期
间， 就是因为没有调蓄池， 下游
的凉水河因雨量集中发生顶托，
致使大红门桥一度积水超过20厘
米。 但是现在， 在南四环大红门
立交桥东南侧的地底， 藏着一个
不为人知的防汛工程———容积
11233立方米的新建调蓄池。

北京排水集团管网部相关负
责人介绍， 当暴雨来袭时， 雨水
将进入这个可容纳万余方水的池
子里存蓄。 新建调蓄池和2002年
建成的永南泵站一起， 将实现大
红门地区遭遇十年一遇的暴雨
时， 不至于出现积水成灾。

和普通的蓄水池不同， 这个
蓄水池可以想象成一个巨大的
“蜂巢”。 调蓄池采用暗挖施工，
共由30个 “导洞” 组成， 而每一
个导洞大到人可以在里面行走，

用于接纳雨水的灌入。 初期雨水
很脏， 将会排放到污水处理厂进
行处理， 后面干净一些的雨水存
蓄后， 慢慢排放到河道中。

【防汛设施】
排水又有新武器上阵

每年汛期， 北京市排水集团
都会给市民带来惊喜。 这个汛期
的几场大雨，好像特别“偏爱”早
晚高峰，排水集团的“新武器”又
在市民面前显身手了。 排水集团
在强降雨中采用的防汛挡水板、
便携式防汛筒都是新成员。

挡水板每块长1.7米 、 宽60
厘米、 厚8厘米， 底部用密封橡
胶处理 ， 每块挡水板可相互拼
插， 形成一道 “阻水墙”。 在7月
6日的降雨中， 西站隧道旁的备
勤点位， 就有这样20块防汛挡水
板待命。 排水集团建设公司有关
负责人介绍说， 西站北广场北侧
的隧道为下沉式隧道， 一旦出现
强降雨， 防汛人员就会把挡水板
运送到隧道入口、 人行道入口等
位置， 拼插后形成阻水墙， 将水
导流至周边的雨水箅子等排水
口， 方便泵站抽升。 在莲花桥地
铁周边 、 丰裕桥等地区 ， 也有
“新式武器” ———便携式防汛筒，
是为了防止排水不畅的情况下，
出现雨水井喷溢， 井盖脱落， 给
行人和车辆带来危险。 便携式防
汛筒可套在井盖上， 内部与井体
连通， 筒可将水拦截， 起到防喷
溢的作用。

今年， 排水集团还加紧实施
雨水箅子改造， 缓解垃圾树叶堵
塞雨水箅子问题。 集团运营25.9
万个雨水箅子中总体计划改造
74715个， 今年及历年来已完成
25736个， 年内将累计实现52008
个， 占所需改造的70%， 其余将
于明年全部完成。 通过落实积水
点治理及管网完善等一批重点工
程 ， 极大增强了雨水收集 、 抽
升、 调蓄和退水能力， 集团85座
泵站总抽升能力达到72.3万立方
米/小时 ， 调蓄池蓄水能力达到
20万立方米。

北京排水集团防汛常务副指
挥张建新介绍， 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防汛抢险能力的提升， 加大
资金投入， 集团在市财政局、 水
务局等政府部门大力支持下， 针
对海淀山后、 丰台河西区域排水
管线纳入集团运营范围和进一步
提升中心城区防汛标准的需求，
在今年汛期共改造、 采购大中小
抢险单元、 工程抢险单元及防汛
指挥系统等525台防汛设备， 防

汛应急设备抽升能力提高67%，
将由现在的10.04万立方米/小时
提高到16.7万立方米/小时 ， 填
补大流量、 高扬程等特殊环境下
的抢险空白， 大型抢险单元的能
力和适用性 、 机动性进一步提
高。 中小单元从现场备勤点到达
积水点的速度将提高1倍， 时间
缩短至15￣30分钟 ， 从而全面提
高防汛布控覆盖能力和防汛应急
抢险处置能力， 使中心城区防汛
保障水平上一个新台阶。

同时 ， 进一步完善桥区预
案， 按照优先保证交通的情况下
对抢险方案进行调整。 另外， 对
易积水点和下凹桥区按照 “一桥
两练” 的原则， 进行逐个桥区现
场实战演练， 即每个桥区所负责
的抢险单元及支援单元都进行现
场演练。

汛前， 排水集团还完成全部
雨水、 合流管线的巡检工作， 特
别是加强丰台河西、 海淀山后的
设施巡检， 对超过存泥标准的安
排清淤养护。 共完成排水管线清
淤养护300公里 ， 完成全部25.9
万座雨水箅子及支管的清掏疏
通， 累计清掏淤泥约2万立方米。
新装补装护网8000余座， 基本实
现500毫米以上管径的雨水和合
流管网全覆盖消除83处针对雨水
口缺少、 支管断裂等问题的积滞
水隐患。

【防汛在行动】
28万人备战汛期
全市上下沉着应对

这个汛期 ， 全市相关委办
局、 各区、 相关集团公司、 水务
管理单位、 乡镇等各级防汛抢险
队伍共有28万人， 包括部队、 民
兵和预备役抢险队伍7万人， 专
业抢险队伍6万人， 其他乡镇街
道等抢险队伍15万人。 28万人的
抢险队伍， 让普通市民吃了定心
丸， 有网友评论： “大雨来了不
怕， 咱背后有人！”

“雨情就是命令”， 每一个
强降雨天气， 对北京都是一场考
验。 只要警报没有解除， 防汛工
作一刻也不能放松。 各级干部职
工都要到一线值守， 时刻保持应
急状态， 全力以赴， 严阵以待，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确保城
市安全运行。

7月6日5时至23时， 本市迎
来今年第二次暴雨过程。 全市上
下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 精
准指挥、 科学调度、 沉着应对，
取得了暴雨应对工作的新胜利。

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本

次暴雨应对工作。 市委书记蔡奇
先后三次作出重要批示， 代市长
陈吉宁两次进行指挥调度， 市委
副书记景俊海两次检查部署防汛
工作， 副市长卢彦昼夜坐镇市防
汛指挥中心指挥调度， 各级党政
主要领导靠前指挥， 为成功应对
本 次 暴 雨 过 程 起 到 了 统 筹 指
挥 的 决 定 性 作 用 。 国 家 防 总
派出督查 组奔赴北京 ， 全程参
与汛情会商、 指挥调度， 指导北
京抗洪工作。

全市各区、 各部门、 各单位
按照工作部署， 全力以赴， 全力
确保人员在岗、 在职、 在责， 切
实将各项应对措施落实到位。

气象部门：启动京津冀、中央
气象台、 部队等多家单位联合会
商。共会商12次，先后发布雷电黄
色、暴雨蓝色和黄色、地质灾害黄
色预警；密云、怀柔、顺义升级发
布暴雨红色、橙色预警。

市预警发布中心： 发布预警
信号13次， 发布重要提示信息3
次； 通过手机全网短信、“北京服
务您” 及其他手机APP等22种渠
道， 累计发布信息1.5亿人次，提
示广大市民合理安排出行， 避让
积水地段，远离河道和危险山区。

防汛部门： 启动III级应急响
应， 提前布控21支市级防汛抢险
队伍 、 3792人 ， 对全市392座下
凹式立交桥加强监控， 及时清排
积滞水点。

城市管理部门： 加强地下管
网运行安全监测和巡查， 出动巡
查维护人员15308人次 、 2185车
辆次， 清理积水路段385个， 清
理雨水篦子2735个。

市排水集团 ： 启动一级响
应， 布控大型抢险单元22组、 中
型抢险单元24组、 小型抢险单元
75组， 出动防汛人员2626人， 累
计抽升雨水5.7万立方米。

民政部门： 启动应急响应，
市区两级23个应急储备物资站点
物资、 装运队伍、 运输车辆全部
到位， 随时开展受灾群众基本生
活救助。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组织28
万人对全市在建工程进行不间断
巡查，重点盯防新机场、城市副中
心、轨道交通等37项重点工程，并
对全市750处低洼院落 、244处易
倒灌地下室加强隐患排查。

各区根据本区域降雨情况，
全力应对。各区街道、防汛职责单
位及企事业、 社区防汛工作组全
部在岗在位，重点做好老旧房屋、
低洼院落、 水库塘坝、 地质灾害
点、易积水道路的巡查看护，并根
据雨情及时转移群众避险。

京京城城强强化化防防汛汛措措施施迎迎““大大考考””
“七下八上” 主汛期即将到来

【安全度汛宝典】
1．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

情预警信息
目前 ， 可以通过北京电

台 、 北京电视台 、 “水润京
华”、 “北京发布”、 “北京防
汛”、 “气象北京” 等政务新
媒体公众号、 手机短信、 “北
京服务您”、 天气类APP应用、
互联网等方式查询天气与预警
情况。

2．根据汛期预警等级调整
出行计划

我市汛情预警包括暴雨预
警、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和
洪水预警， 由低到高依次分为
“蓝、 黄、 橙、 红” 四色预警
等级。 发布汛情预警时， 建议
您调整出行计划， 尽量减少外
出， 避免进入山区、 河道行洪
区、 蓄滞洪区、 采空区及低洼
地带等危险区域。

3 ．因地制宜做好暴雨防
范准备

如果您居住在危旧平房、
低洼院落、 地下室、 山前平原
区， 可因地制宜采取门口放置
挡水板、 配置小型抽水泵、 准
备沙袋等预防措施， 提前做好
暴雨防范准备； 如果您居住在
地质灾害易发地区， 请提前熟
知预警信号、 转移路线、 避险
场所。 遇有险情时， 要听从相
关部门的转移安排， 及时、 有
序撤离。 危险未解除， 切不可
回原危险住地。

4．雨天出行小心谨慎
不要向雨水口倾倒杂物或

占压雨水箅子， 以保证雨水排
除顺畅。 如需雨天出行， 请您
及时了解路况信息， 提前绕行
积水路段。 当道路积水时， 骑
车的人员应下车推行， 注意观
察， 绕开有水流漩涡的地方，
防止跌入窨井、 深坑。 开车出
行时， 提前绕行积水路段， 不
要在桥洞、 山口、 铁路桥等低
洼地带停留。 行驶在积水路段
的车辆要听从交警指挥疏导，
切不可强行通过。 当道路积水
导致交通拥堵时， 请您让出应
急救援车道， 主动避让抢险救
援车辆。 当发生车辆水中熄火
等紧急情况时， 要及时离开车
辆， 远离积水路段。

5．不要在雨天进入山区沟
谷旅游

在山区旅游遇到暴雨、 洪
水时， 要尽快出山或到安全地
区躲避。 山洪暴发时， 不要在
桥上 、 河边看水 ， 更不要下
河， 以免发生危险。

每年的7月下旬至
8月上旬是主汛期。 上
个月， 主汛期还没到，
北京就下了几场任性
的雨 。 细心的市民发
现 ， 多年的积水点摘
了淹车的 “帽子”， 防
汛指挥部门调度越来
越精准 ， 抢险备战人
员做足功课 ， 全市上
下沉着应对这场主汛
期 “大考”。

汛期便民服务热线：
北京消防：119
北京市非紧急救助中心：12345
防汛热线：68556156
水务热线：68556666
国土热线：64409569
园林热线：84236685 84236686
住房建设便民电话：59958811
气象服务电话：68400565
交通服务电话：12328
交通事故报警服务电话：122
社区公共服务热线：96156
报警服务电话：110
医疗急救救助电话：120 999
旅游服务热线： 12301
自来水集团热线：96116
排水集团热线：96159
电力公司服务热线：95598
燃气集团服务热线：96777
热力集团服务热线：96069
歌华有线服务热线：96196
井盖报修服务热线：123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