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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以汛期安全大局为重、
每场降雨必在单位应急值守、 全
力做好防汛信息化保障工作……
这句话描述的是北京市水务应急
中心信息科主任科员陈超的工作
情况。

作为主要成员， 陈超出色完
成的防汛信息化建设与保障项目
有三十余项。 他先后获得北京市
防汛办公室优秀青年个人， 北京
市防汛抗旱先进个人， 北京市水
务局优秀共青团员， 北京市水务
系 统 北 京 奥 运 会 ， 残 奥 会 先
进 个 人 ， 北京市防汛办公室优
秀共产党员， 北京市水务局优秀
共产党员等多项荣誉， 并获得行
政嘉奖四次， 记三等功两次。 他
主持的项目获北京水务科学技术
一等奖。

“务必确保首都城市运行安
全 ， 确保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
这是陈超的誓言， 也是他身体力
行的初心。 16年里， 这名坚守在
防汛应急指挥调度各信息化系统
幕后的水务人， 以新时代青年的
担当践行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用新技术新办法
保信息化系统运行

2003年8月 ， 21岁的陈超从
学校毕业后入职北京市人民政府
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这是他
职业生涯的起点， 也成为他此后
16年的奋斗方向。

进入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后， 陈超便一头扎进了信息化建
设和保障工作中。 他曾作为主要
成员参与完成北京国家防汛抗旱
指挥系统项目一期建设， 并继续
参与进行项目二期建设 。 2004
年， 陈超参与完成北京市防汛抗
旱及水资源调度中心项目建设。

随着业务日臻成熟， 一系列
项目建设接踵而至， 陈超在忙碌
而充实中为首都防汛工作奉献着
青春与激情。

2010至2012年度， 陈超参与
完成北京市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
措施项目建设， 参与完成2014北
京市防汛指挥中心会商调度系统
及硬件设施改造项目建设， 参与
完成北京市防汛综合指挥平台项
目建设， 参与完成北京市防汛会
商系统项目建设等。

2017年至 2018年的一年时
间， 陈超的时间不属于自己， 他
在项目与项目间 “奔波”， 在系
统与系统里耕耘 。 仅一年时间
里， 他就参与完成北京市防汛移
动指挥平台、 北京市水务局电视
电话会议系统完善改造 （防办部
分）、 北京城市河道湖泊水位监
测系统、 北京市水务图像监控系
统 (防汛部分) 和北京市城区立
交桥积水监测系统升级改造共五
个项目的建设和竣工验收。

此外， 陈超还参与完成北京
市下凹式铁路桥和低洼路段积水
监测系统、 北京市防汛重点区域
视频图像接入应用和应急通讯设

备补充更新三个新建重点项目的
主要建设任务。

在进行防汛信息化建设的同
时， 陈超将更多精力放在了各防
汛信息化系统的运行保障和维护
上， 使建设的各防汛信息化系统
能够真正发挥应有作用， 为防汛
应急指挥调度决策提供有力的技
术支撑。

“防汛信息化建设和运行保
障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在防汛信
息共享不足、 遥测设备和视频会
商设备老化、 应急通讯覆盖不足
的阶段。” 陈超说。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陈超使
用新技术新办法做好每年汛期防
汛各信息化系统的运行维护工
作， 确保各信息化系统能够满足
气象和汛情异地会商随时召开，
天气、 雨水情和灾情信息能迅速
获取 ， 指挥决策数据能快速显
示， 汛情预警信息能及时发布，
指挥调度命令能通过多种通讯手
段发出。

冒山体滑坡风险
赶赴一线抢险现场

2016年7月20日， 时隔四年，
暴雨再次冲击北京。 这次降雨持
续时间长、 总量大、 范围广， 降
雨总量超过了 “7·21” 特大暴
雨。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到市防
汛指挥中心应对汛情坐镇指挥，
要求要深刻吸取 “7·21” 特大自
然灾害经验教训， 做好各项准备
措施。

强降水导致京港澳高速南岗
洼路段积水严重， 因为该地地势
较低， 路边排水渠排水不畅， 导
致积水倒灌到高速公路上， 首发
集团对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封
闭。 市领导高度关注南岗洼路段
积水情况， 为确保市领导在现场
指挥部与市防汛指挥中心通讯畅
通， 陈超在连续值守保障30多个
小时的情况下， 接到命令后迅速
调度并带领防汛应急通讯指挥车
赶赴南岗洼积水抢险现场。

现场， 陈超为指挥部提供应
急通讯、 视频会议、 后勤保障等
技术支撑工作， 确保市防汛指挥
中心能够实时看到并掌握南岗洼
路段排水抢险情况， 能够随时和
现场指挥部等领导进行视频会
商， 为市领导指挥决策提供第一
手资料。 7月21日凌晨， 陈超完
成了应急保障任务， 返回市防汛
指挥中心继续值守保障， 在这个
忙碌的不眠之夜， 他度过了自己
34岁生日。

2018年7月16日凌晨 ， 北京
再次开始普降大到暴雨。 为确保
市领导能够在现场指挥部对全市
进行防汛应急指挥调度， 陈超再
次迅速调度并带领防汛应急通讯
指挥车冒着山体滑坡的风险， 迅
速冒雨赴怀柔区琉璃庙镇指挥现
场 ， 为现场指挥部提供应急通
信、 视频会议保障。

“在 16年防汛办公室工作
中， 像这样的应急保障和值守，
每年都不知道要重复经历多少
次。” 陈超笑笑说， 这都是应该
做的， 每一次都必须专业应对、
勤勤恳恳。

调研防汛信息化
用精准数据支撑决策

近年来， 防汛信息化建设的
重要性不断凸显。 为深入了解当
前各类防汛信息化系统建设规模
与现状， 摸清家底， 陈超组织对
市防办的防汛信息化系统进行了
全面调研， 编写完成 《北京市防
汛信息化系统建设及运行现状调
研报告》。

这份报告对市防办信息化系
统的现状、 问题、 风险和解决方
案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和介
绍， 形成了防汛信息化系统运维
管理工作的基础资料。

在调研报告的基础上， 对整
合后的遥测系统、 通讯系统和软
件平台三大系统按照公开招标的
方式确定系统的运维单位。 对防
汛指挥中心和防汛综合指挥平台
等应急保障人员投入较大的系
统， 增加了应急保障人员数量，
切实提高服务保障水平， 保障了
运维效果。

为了做到运维保障工作有计
划、 有目标、 有监督、 有考核，
陈超主持编写完成 《北京市防汛
办信息化系统运行维护管理制
度》 《北京市防汛指挥中心运行
及视频会议管理暂行办法》 等管
理文件， 并且严把合同执行关，
加强过程记录控制和档案管理，
使各防汛信息化系统运行情况良
好 ， 系统保障率达100%， 有力
支撑了领导的防汛应急指挥决
策， 在汛期发挥了巨大作用， 受
到了市领导的认可。

□本报记者 刘欣欣

水务人的16年幕后坚守

□本报记者 马超 文/摄

倪遥远：援疆和田 助40万人脱贫增收

倪遥远是来自朝阳区的北京
市第九批援疆干部， 今年获北京
市扶贫协作奖。

2017年初， 当倪遥远第一次
走进当地维吾尔族老乡家中时，
虽然有所准备， 但仍然出乎意料
之外， 家里除了被褥、 锅碗瓢盆
等简单的生活用品外， 什么都没
有， 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一点也不
为过。

“一想到我们第九批援疆干
部进疆时， 和田还有70万人未脱
贫， 仍然过着这样的生活， 责任
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 倪遥远
说。 于是， 倪遥远没有周末和节
假日， 经常加班到深夜两三点。
万万没想到 ， 如此工作不到半
年， 一向体壮如牛的倪遥远身体
出问题了， 经常感到胸闷气短，

但却因为工作忙， 一直没有把它
当回事。

直到回京休假， 倪遥远去医
院检查， 结果直接被扣下了———
心血管堵塞超过80%。

倪遥远很吃惊， “不会搞错
了吧？” 医生说： “你这样的病
例我见得不少， 大多是长期熬夜
加班， 工作压力大造成的， 赶紧
采取支架手术吧”。 手术后第三
天， 倪遥远就按期返回和田， 没
请一天假， 谁也没告诉， 还有那
么多工作在等着我， 得撸起袖子
加油干啊！

援疆第二年， 倪遥远又接手
了一项新任务 ， 负责北京市朝
阳、 海淀、 大兴和平谷四个区与
和田地区 “一市三县” 开展携手
奔小康的协调工作。 仅2018年 ，
到和田的对接工作团队就有51批
次， 平均每个月4次以上， 倪遥
远和他们一起深入到深度贫困乡

镇、 村和贫困户家中， 一起梳理
致贫原因， 力争找到差异化的破
解路径。

据统计， 2017年北京市四个
区投入帮扶资金1400万， 但今年
加上经济技术开发区， 投入帮扶
资金预计将过亿元。 全市的力度
更大 ， 从 “十三五 ” 开始后的
2016年 ， 至今共投入资金 96亿
元， 实施了489个援疆项目， 助
力和田地区31.5万贫困人口实现
了脱贫。

与倪遥远结亲的是一位70多
岁的维吾尔族老妈妈———斯比
汗·爱莎。 老人家身体不好， 和
离异的女儿住在策勒县达玛沟
乡， 距离援疆干部驻地130多公
里。 倪遥远隔三差五就去看望这
位老妈妈一次， 带些米面粮油，
放下些零用钱， 一起拉拉家常、
聊聊党和国家的扶贫政策， 时间
长了老人和倪遥远有了感情， 一

次她在办理住院手续时还打电话
给倪遥远， 希望这个亲戚能帮她
签个字呢。

记得刚刚结亲时， 老人还住
在破旧的老房子里， 但现在早已
住进宽敞明亮的安居富民房中，
家具家电一应俱全， 院子已经做
了三区分离， 生活区、 养殖区、
种植区井然有序。 已经脱贫的老
人心情也越来越好， 这次回京前
倪遥远又去看她， 她拉着倪遥远
的手说： “日子越来越好过了，
北京干部真是亚克西， 真是感谢
你们， 我拜托你个事行吗？ 你回
到北京， 一定要代我向习总书记
问好啊！”

仅仅两年多， 和田地区40多
万贫困人口脱贫增收， 近30万孩
子走进了幼儿园和中小学， 一批
批农民走进工厂成为合格的产业
工人， 和田人民正在用自己勤劳
的双手去书写美好的明天。

首首都都
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

北京市应急管理局 协办

职工故事
爱爱爱爱爱国国国国国情情情情情 奋奋奋奋奋斗斗斗斗斗者者者者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