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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依然汹涌，黄河罕见秋汛如何防？
9天内发生3次编号洪水， 小

浪底水库水位屡创新高， 下游部
分河段洪水频频超警， 今年的黄
河秋汛非同一般。 目前， 黄河大
流量过程仍在持续， 防御形势依
然严峻， 罕见秋汛洪水的最后一
程将如何防？

黄河防秋汛处于关键
阶段

与黄河打了35年交道的袁东
良没有想到， 今年秋汛如此 “凶
猛”： 从9月27日到10月5日， 9天
之内黄河发生了3次编号洪水 ，
导致骨干水库水位不断被推高，
下游河段面临长时间、 高水位、
大流量行洪考验。

袁东良是水利部黄河水利委
员会水文局副局长。 他说， 这次
秋汛洪水场次之多、 过程之长、
量级之大罕见。 潼关水文站发生
了1979年以来最大洪水， 花园口
水文站发生了1996年以来最大洪
水。 黄河支流渭河、 伊洛河、 沁
河、 汾河都发生了有实测资料以
来同期最大洪水。

“3次编号洪水发生之后 ，
小浪底水库出现了建库以来最高
水位273.5米。” 黄委防御局副局
长张希玉说， 黄河中下游干支流
河道大流量行洪时间长， 目前大

流量洪水还在持续。 黄河干流下
游孙口以下河段及支流汾河河津
段的秋汛洪水仍然超警。

受大流量洪水连续冲击， 黄
河下游一些堤防和河势控导工程
出险概率将会增加。 与此同时，
小浪底等骨干水库高水位运行，
工程安全同样面临考验。

“目前， 防秋汛仍处于关键
阶段， 防御形势依然严峻。” 国
家防总副总指挥、 水利部部长李
国英说。

测与报：做好水文“侦察
兵”，提供汛情“晴雨表”

作为黄河上的水文 “侦察
兵”， 水文站工作人员每天进行
的水文测报， 对防御秋汛洪水至
关重要。

“从9月27日开始， 潼关水
文站全体工作人员昼夜轮转， 加
密测报频次， 每1小时向各级防
汛部门滚动发送最新水情数据。
10月5日23时出现5090立方米每
秒的黄河2021年第3号洪水。” 黄
委潼关水文站站长张同强说。

潼关水文站及黄河水情部门
及时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和实测
数据， 为黄河防汛决策部署和水
库调度提供重要参考和支撑， 是
这次秋汛洪水防御体现水文作用

的一个缩影。
要跑在暴雨洪水前面， 必须

强化 “预报 、 预警 、 预演 、 预
案” 措施， 摸清洪水演进规律，
及时复盘洪水过程， 使预测预报
更为精准。

目前， 黄河下游河段大流量
洪水仍在持续。 水文站及支援测
洪人员仍需加密测报频次， 精准
做好洪水过程控制， 助力下游水
库科学联合调度， 为防汛科学决
策提供及时准确的水文数据支
撑。

调与泄：算好“洪水账”，
精确调度泄洪量

防御秋汛洪水， 水库削峰滞
洪作用突出。 黄河干流的小浪底
水库， 右岸支流伊洛河的陆浑水
库、 故县水库， 左岸支流沁河的
河口村水库， 是黄河下游防洪工
程体系的重要一环。

记者10月10日在黄河中下游
关键性控制工程———小浪底水库
看到， 水库正通过三条排沙洞和
一条明流洞泄洪， 往年这时则一
般不存在泄洪情况。 10月9日20
时， 小浪底水库达到建库以来最
高水位273.5米。

既要最大限度地泄洪， 又要
考虑下游洪水不漫滩， 水库实施

精准调度， 对保证下游防洪安全
至关重要。

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
中心水量调度处值班员安静泊告
诉记者， 为保证防洪目标实现，
这次调度实施历史上 “精度最高
的实时调度”， 即按照下游花园
口水文站流量4800立方米每秒控
制， 以50立方米每秒、 调度精度
高于百分之一的量级对小浪底水
库实施精准调度。

“黄河下游河道艾山水文站
上下的卡口河段， 目前的平滩流
量约在4700立方米每秒， 这要求
高水位运行的小浪底水库既大力
泄洪 ， 同时下泄流量又不能太
大。” 张希玉说， 本次洪水调度
在确保小浪底水库安全的前提
下， 保证下游洪水不漫滩， 保护
滩区百姓生命财产安全。

目前， 小浪底水库水位有所
回落， 压力有所减轻。 但是， 下
游孙口以下河段洪水仍然超警 ，
大流量过程仍在持续， 科学调度
骨干水库， 做好干支流水库联合
调度， 算好 “洪水账”， 依然是
此次秋汛防御安全收尾的关键。

巡与守：巡查薄弱环节，
守住安全底线

夜晚的黄河马渡险工段， 黄

委惠金河务局技术人员许光楠和
3名协防队员身穿橘红色救生服，
手持电筒巡查值守。

许光楠说， 2013年上班以来
没见过今年这样的秋汛。 他现在
6小时轮一次班， 每1小时巡查一
次责任河段， 他和同事日夜进行
拉网式巡查。 他从9月26日开始
就没有回家， 吃住在大堤上的临
时帐篷里， 巡坝查险， 发现隐患
和险情及时上报和抢险。

许光楠是众多日夜巡查在黄
河大堤上的防汛人员之一。 张希
玉表示， 黄委正持续加强黄河下
游防守， 夯实逐河段、 逐坝责任
制， 在坝头设置值守点， 实行24
小时不间断巡查， 对大堤临水段
等防守重点重兵防守。

据黄委统计 ， 目前 ， 有3.2
万人奋战在防洪一线。 随着天气
转凉、 气温降低， 防汛抗洪人员
长期奋战在一线 ， 容易疲劳厌
战。 同时， 受大流量河水连续冲
击， 堤防及河势控导工程出险概
率增加； 长时间高水位运行， 水
工程安全面临挑战。

对此， 李国英强调， 各相关
人员要克服疲劳厌战思想和麻痹
侥幸心理，发扬连续作战作风，不
松懈、不轻视、不大意，坚决打赢
防秋汛这场硬仗。 据新华社

近日， 作为上海市首家试点
单位， 静安区行政服务中心完成
了 “随申码·离线码” 卡片版落
地应用。

“随申码·离线码” 卡片的卡
面包含姓名、 照片、 有效期、 二
维码、 核验使用说明等信息。 在
需要核验信息的场所， 持卡的老
年人出示卡片上的离线码， 工作
人员通过 “随申办” APP、 小程
序等的 “扫一扫 ” 功能扫码识
别， 获取健康状态 （绿码、 黄码

等）。
“随申码·离线码” 系统由上

海市大数据中心统一开发， 主要
面向不会或不习惯使用智能手机
的老年群体， 可替代 “随申码”
行程核验功能 ， 有效期180天 。
年满60周岁， 具有上海户籍或者
居住证的老年居民均可申请办
理。 图为一位上海市民展示自己
的 “随申码·离线码” 卡片 （10
月13日摄）。

据新华社

老老年年人人““亮亮码码””不不用用手手机机！！
上上海海推推出出““随随申申码码””卡卡片片版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2日发布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认为， 由于全球新冠疫情前景不
确定性增加， 疫苗生产和分配以
及各经济体应对政策出现巨大分
化， 预计今年全球经济持续复苏
但势头放缓。 IMF呼吁全球各经
济体加强多边合作、 共克疫情难
关。 其中， “中国贡献” 对全球
弥合增长分化至关重要。

全球增长进入“危险分化”
IMF认为， 全球经济持续复

苏， 但疫情造成的经济断层更加
持久。 未来， 因疫苗获取能力和
应对政策空间不同， 全球各经济
体增长进入 “危险分化”。

短期来看， 全球经济复苏面
临供应链中断和疫情不确定性增
大等风险。 一方面， 全球供应链
关键环节出现中断的时间较预期
更长， 增加全球通胀压力。 另一
方面， 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
在全球快速蔓延， 加剧了疫情消
退时间的不确定性。

报告预计， 今年全球经济将
增长5.9%， 较7月预测值低0.1个
百分点， 主要反映了发达经济体
在供应链中断影响下增长放缓，
以及低收入发展中经济体疫情形
势恶化导致经济增幅收窄。 2022
年全球经济有望增长4.9%， 与7
月预测值持平。

中期来看， 全球各经济体增
长分化将日益显著 。 IMF预计 ，
发达经济体中期经济增长有望超
过疫情前的中期预测水平。 但相
较之下，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
体增长势头明显慢于发达经济
体。

造成增长分化的主要原因是
疫苗获取能力和政策支持力度存
在巨大差异。 截至目前， 发达经
济体中已有近60%的人口完全接
种疫苗， 低收入经济体中仍有约
96%的人口未接种疫苗 。 同时 ，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面临融
资条件趋紧等增长隐患， 导致政
策支持空间收窄， 不得不加快退
出政策支持， 从而减缓经济增长
势头， 为经济增长前景增添不确
定性。

多边合作共克疫情难关
报告认为， 当前全球经济前

景面临多重风险， 究其根源在于
全球将长期且持续 “受制于” 疫
情。 各经济体有必要加强合作，
在多边框架下加快疫苗生产和分
配， 并通过多边努力确保受限制
经济体获得充足流动性， 保证全
球经济渡过疫情难关并实现可持
续增长。

IMF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
皮纳特预计， 如果全球经济持续
受到疫情影响， 未来5年全球国
内生产总值累计将较当前预测值
减少5.3万亿美元 。 各经济体在
加速推广疫苗分配方面加强多边
合作是当务之急。

IMF呼吁有条件的经济体优
先向疫苗短缺地区提供疫苗， 并
支持发展中经济体扩大疫苗生
产。 同时， 国际社会需迅速取消
对医疗设备、 原材料和成品疫苗
出口限制， 促进疫苗分享。

另外， 多边合作解决全球公
共债务高企问题是全球经济能否
在后疫情时代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 当前， 全球公共债务占国内
生产总值之比已接近100%。 很
多财力薄弱的经济体预算空间缩
小， 处境艰难。 IMF呼吁国际社
会在债务问题上加强多边合作，
继续用好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
制， 帮助相关经济体缓解困境，
解决债务脆弱性。

国际社会肯定“中国贡献”
自新冠疫情重击全球经济以

来， 中国一直为全球经济从谷底
反弹直至复苏贡献力量。 中国不

仅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
引擎， 而且在全球抗疫合作、 帮
助低收入经济体减免债务以及应
对气候变化等方面的贡献得到国
际社会一致肯定。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 预
计 ， 2021年中国经济有望增长
8%， 并在2022年继续增长5.6%。
与此同时， IMF发布的最新一期
《全球金融稳定报告 》 也显示 ，
由于中国经济恢复快于其他新兴
经济体， 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明显
高于其他新兴经济体且在疫情期
间保持稳定， 中国股票和债券被
纳入更多全球金融市场基准指
数 ， 2020年以来中国已吸引约
1800亿美元国际资本流入。

IMF货币与资本市场部主任
托比亚斯·阿德里安对新华社记
者表示， 中国经济早已从新冠疫
情中恢复， 回到疫情暴发前的增
长水平， 但其他新兴经济体可能
还要多年时间才能实现完全复
苏。 同时， 国际投资者大举投资
中国发行的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和
债券， 推动大量国际资本流入中
国， 这对中国经济发展来说非常
有利。

同时， 中国作为全球多边机
制的支持者和倡导者， 为全球经
济走出疫情危机、 实现可持续发
展贡献重要力量。

8月， 中国宣布今年将努力
实现向全球提供20亿剂新冠疫
苗， 并决定向 “新冠疫苗实施计
划” 捐赠1亿美元， 用于为发展
中国家分配疫苗。 IMF在报告中
特别赞赏了中国的疫苗分享承
诺， 敦促国际社会加快疫苗分享
进程。

IMF第一副总裁杰弗里·冈
本也在日前发表的文章中表示，
中国是多边贸易的主要支持者 ，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了
领导作用， 促进了全球的绿色复
苏。 据新华社

全球增长进入“危险分化” 多边合作期待“中国贡献”

新华社电 记者从海南省气
象局获悉， 今年第18号台风 “圆
规” 13日15时30分在海南省琼海
市博鳌镇沿海登陆， 登陆时最大
风力12级 （33米/秒）。 “圆规 ”
登陆后， 强度逐渐减弱， 将先后
穿过万宁、 陵水、 琼中、 保亭、
五指山等市县， 于13日下半夜移
入北部湾， 然后趋向越南北部。

气象部门预计， 受 “圆规”
和冷空气共同影响， 13日下午至
14日白天， 海南省海域和陆地将
出现强风雨天气 。 气象部门提
醒， “圆规” 和冷空气共同影响
下， 华南地区将迎来今年以来范
围最大、 强度最强的一次大风过

程， 海南和粤西地区尤其严重；
“圆规” 裹挟的局地散点状极端
暴雨， 给防御工作增添难度； 在
“圆规” 引导下， 今年下半年来
最强的冷空气将直逼苏浙沪和台
湾、 福建、 广东等地。

据了解， “圆规” 登陆前，
海南岛沿岸已出现风暴潮， 海口
市部分区域海水倒灌 。 海 南 全
省 范 围 内 多 条 道 路 出 现 树 木
倒伏、 交通受阻情况。 琼州海峡
停航、 环岛高铁停运， 海口、 三
亚、 博鳌等机场取消所有航班，
多个市县公交线路暂停营运。 海
南文昌市等地多座桥梁双向封
闭。

台风“圆规”在海南琼海博鳌镇沿海登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