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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玉环 APP”今日玉环数字报

在今年第 9 号台
风“利奇马”横扫玉环
时，我市涌现出许多
令人敬佩的干部。从
抗台资历上来说，“90
后”的他还算是“抗台
菜鸟”，但在抗击台风

“利奇马”的过程中，
他用勇敢、睿智、坚
韧、担当和爱心，出色
地完成了急难险重任
务。他，就是大麦屿
街道庆澜社区驻村干
部陆旭峰。

时间：8月9日上午
11时

事件：私车公用，
转移44名工地工人

8 月 9 日上午 11
时，陆旭峰赶到位于
大麦屿街道庆澜社区
陈北片某临时工棚。
这已经是当天他第 3
次通知群众转移了，
但此时工地内还有不
少民工在开展各种娱
乐活动。

由于不少工人出
生于内陆，对防台根
本没有概念，对转移
更是丝毫不以为意。
这时，陆旭峰当机立
断，与工地负责人取
得了联系，告知此次
台风的危险性，并要
求他们立即转移到社
区的避灾点。

11时 15分，工人
们开始行动起来。陆
旭峰也提前与社区避
灾点进行了联系，确
认需要避灾的人数。
由于人数众多，转移
任务重，运送车辆不
足，陆旭峰当即冒着
大雨，发动村干部一
起，将自己的私人汽
车开进工地，一趟又
一趟地来回，将工人
运送至避灾点。

12 时左右，在确
认了44名工人已全部
到达避灾点后，陆旭
峰心中的一块石头才
终于落了地。

台风过后，这个
工棚内积水严重，其

中两个工棚被大风吹翻。
“小伙子，多亏了你啊，要不是你当机立断让我们强

制转移，我们差点就没命了！”台风过后，看到一片狼藉
的工棚，心有余悸的工人们紧紧拉着陆旭峰的手感谢地
说道。

时间：8月9日晚9时
事件：紧急转移禹王庙附近出租房住户

8月9日晚9时，有村干部接到群众电话，称大麦屿
街道禹王庙附近突发山水，水流湍急，而这一带地势低
洼积水严重，且有许多出租房出租，出租户急需转移。

得知这一消息后，陆旭峰心里“咯噔”了一下，因为
他知道社区避灾点早已饱和，且当时风大雨急、积水严
重，出租户转移到避灾点可能在路上就会发生危险。于
是，陆旭峰做了一个决定——把陈北片综合大楼作为一
个临时避灾点。他一方面通知村干部开放陈北综合大
楼会议室作为临时避灾点，准备好食物和水，另一方面
又前往禹王庙附近逐户开展群众转移工作。

当陆旭峰来到四川籍外来务工人员胡师傅的租住
房时，发现胡师傅的妻子怀抱着婴儿，胡师傅自己的脚
受伤了，行走不便。听说要转移，胡师傅夫妻俩正一筹
莫展。

“你们不要担心，我叫了车过来，就在山脚下，送你
们到避灾点。”陆旭峰安慰道。随后，他让村干部帮忙抱
着婴儿，自己搀扶着胡师傅，沿着陡峭的山路和湍急的
水流走到了车旁。

到了陈北片综合大楼后，陆旭峰发现前来临时避灾
点的群众多达 30余人。由于出门准备不足，且临时避
灾点也没有足够的床铺提供，许多人就准备坐在会议室
内过夜。

看到这一情景，陆旭峰很着急，他大声动员：“床铺
不足，现在请大家跟我一起来把桌子拼成床，晚上大家
早点休息！”说完，他就和村干部一起搬桌子拼床，坐着
的群众见此也纷纷行动起来。很快，不到10分钟，所有
的人都有了自己的床铺。

时间：8月10日凌晨1时30分左右
事件：在狂风暴雨中为独居老人修门板

8月 10日凌晨 1时 30分左右，“利奇马”登陆在即。
这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在大麦屿街道庆澜社区响
起。电话是一位叫李苏玉的独居老人打来的，说自家三
楼阳台门板损坏，现在雨水不断冲进家里，请求帮助修
复。

听到社区干部的汇报后，陆旭峰二话没说换上雨
具，带上工具，和 2名社区干部一起出发前往李苏玉的
家。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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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上午，我市举行抢险
救灾和灾后重建情况通报会。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柯寿建通报
相关情况。

今年第 9号台风“利奇马”带来狂
风暴雨，致使我市大面积停水停电、通
讯中断，大量树木倒伏，多处水淹泽国，
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据统计，我市受灾
村庄 117个，受灾人口 49.03万人，倒塌
房屋 521间，工业受灾企业 8166家，农
作物受灾面积超过12.3万亩，直接经济
损失35.7亿元。

台风过境后，我市迅速落实上级会
议精神，从“抗大灾、防大险”转移到生
产自救、恢复正常中来，将灾后自救、迅
速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作为当前压

倒性的任务。
通报会指出，全市上下迅速推进灾

后建设，电力、水务、通信等部门第一时
间组织大批抢修队伍，分赴各受灾乡镇
开展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全力保供电、
供水和通信。截至 13日上午，35千伏
及以上变电站已全部修复送电，305条
10千伏线路、2400个公用变压器台区
和17万户已修复供电。境外引水恢复
供水，我市供水能力为 9.5万吨/日，已
经能够满足全市95%的用水需求，全市
除鸡山外（需船运），全部乡镇（街道）已
逐步恢复供水。全市 2391个中断的通
讯基站已有 1690个恢复运行，本周内
全面完成修复工作。

稳定物价、加大物资供应力度，多管

齐下保障供油，及时开展慰问，确保群众
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全力保民生。
目前，全市35家菜市场、大中型商场超市
已全部恢复正常营业，物价总体平稳。
17家加油站仅剩1家仍在抢修中，16家
已正常营业。我市组织乡镇（街道）统计
辖区内受灾低保户、困难户数量，并及时
开展慰问活动，目前玉城街道、大麦屿街
道已开展首批慰问100多户。

贯彻落实“三服务”活动要求，深入
开展“扶工助企”，指导群众开展生产自
救，全力保生产。继续围绕“大灾之后
无异常”工作目标，全面开展卫生防疫，
做好水质监测及疫情评估，消除疫情隐
患，全力保健康；同时，动员全市上下开
展“我爱我家”灾后自救行动，迅速启动

灾后重建，争取尽快恢复城乡正常生活
秩序，全力保环境。对重点领域、重点
场所开展监测评估，及时做好修复加
固，全面加强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化解
潜在安全风险，全力保安全。

（李敏敏 董伯志 吴铭）

“利奇马”挟风裹雨对玉环造成重大影响

我市召开会议通报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情况

本报讯 8月12、13日，台州市副市
长吴丽慧一行来玉督查指导灾后防疫
工作。

副市长王超陪同督查。
在玉城街道，吴丽慧一行先后来到

玉城街道南山村卫生室、环城社区卫生
服务站详细了解目前灾后消杀防疫工

作。
据悉，自 9号台风登陆后，我市立

即组织市卫生健康局和全体防疫人员，
并发动全部乡镇（街道）卫生院开展消
杀工作。截至目前，累计发放漂白粉
9000公斤、泡腾片1360公斤、漂粉精片
1000公斤，累计消杀面积 20.56万平方

米，全市未发生疫情。接下来，我市将
继续围绕“大灾之后无异常”工作目标，
进一步加强防疫消杀，加大漂白粉、杀
虫剂等药品供给、施用，做好水质监测
及疫情评估，确保全覆盖、无死角，消除
疫情隐患。

吴丽慧指出，台风过后气温升高，

容易发生疫情，玉环各级要全面加强组
织领导，夯实工作责任，加大卫生防疫
力度，指导、帮助受灾群众进行消毒。
要把灾后病毒消杀和受灾群众的健康
放在首位，不留死角，坚决杜绝疫情发
生，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全力保障
受灾群众身体健康。 （郑丹琦）

台州市领导来玉指导灾后消杀防疫工作

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

本报讯 台风“利奇马”带来的狂风
暴雨让不少企业遭殃，这几天，灾后自
救无疑是头等大事。8月13日上午，市
经信局联合沙门镇深入辖区部分受灾
企业厂区、车间，了解经济损失、生产经
营等情况，并送上灾后复产政策“大礼
包”，全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记者在台州耀鼎包装有限公司看
到，巨大的铁皮房坍塌倒地，被毁损的

机械设备摆放角落，泡水的纸箱、纸盒
堆成了小山……造成近千万元的经济
损失。

服务组一行在详细了解企业受灾
情况后，鼓励企业负责人要重振信心，
尽早清理和抢修受损的厂房及机器设
备，想方设法加快恢复生产，努力把台
风造成的损失减小到最低限度，同时他
们会以“五心”“妈妈式”服务全力帮扶

企业渡过难关。
“利奇马”也给玉环普天单向器有

限公司造成巨大损失：地下仓库被淹导
致设备、产品、半成品、原材料等长时间
泡水，损失近2000万元。目前，仓库内
仍有积水，企业正对所有被淹产品、设
备进行盘点及检验，积极开展厂区受灾
情况统计和灾后自救重建工作。

台风无情，政府的关怀则让企业感

到温暖。“今天政府带着税收优惠政策
上门，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也重拾
了恢复生产的信心。”“普天”公司总经
理黄文达笑着说道。

据初步统计，我市共有 1.2万家企
业，受“利奇马”影响，8166 家企业受
灾，目前80%以上的企业已复工复产。

当天，副市长蔡木贵参加走访活
动。 （张莺莺 刘斌辉 颜霜娟）

“妈妈式”服务送上门 提振受灾企业信心

本报讯“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
让玉环能尽快恢复正常供电，这是我
们所有供电人的使命。”昨天上午，来
自绍兴的抢修人员石江海在休息了
五六个小时后，与其他队员们一起继
续奋战在一线，全力以赴点亮万家灯
火。

在经历台风“利奇马”后，我市电
网受到重创，90%以上电力设施受损，
19万余户家庭遭受停电。我市 533名
电力抢修人员第一时间吹响复电的号
角，投身到抢修工作当中，但灾后抢修
复电工作极其艰巨。在台风登陆当
晚，支援我市的来自金华、台州、湖州、
绍兴等地的 78支队伍 1200多人陆续

抵达，配合我市电力部门对故障线路
开展施工。

在大麦屿五一村抢修现场，来自湖
州的抢修人员何金祥和队员们一起奋
力打桩，为拉直倾斜的电线杆做好基础
准备。

他们正在抢修的是大麦屿五一村
的 10千伏线路，它不仅供电于周边的
100多户居民，还为当地 110多家企业
提供电力，线路修复迫在眉睫。

抢修期间，他们多次实地踏勘，制
订了切实可行的抢修方案。“因为这
一片是农用地，地里还种着粮食，我们
不能直接采用挖机将杆子拉直。”何金
祥告诉记者，他们只能靠人力敲打梅花

桩的方式，一点点将倾斜的电线杆慢慢
挪正。

烈日炙烤着大地，豆大的汗珠从抢
修人员的脸上滴落，但他们来不及擦
拭，俯身继续用榔头反复敲打着每根
桩。

“一、二、三，拉！”昨天上午5时许，
数十位来自台州的电力抢修人员则在
龙溪镇塘厂村灵溪上唱响着一首激昂
的“战歌”。

“这一区域的电线杆都将近 30米
高，没有大型机械根本不可能把杆子重
新立起来。”来自台州的电力抢修人员
毛喜见见状发动身边同事，“我们下水
先捞电缆吧！”

听到召唤后，大家没有一刻迟
疑，纷纷跳入河中拉电缆。没一会
儿功夫，毛喜见和队员们的胳膊就
被烈日晒得通红，但看到电缆慢慢
露出水面，大家的脸上露出了欣喜
的笑容。

“辛苦是肯定的，但是为了能让玉
环人民尽早通上电，再苦再累也是我们
应该做的。”毛喜见说道。

这几天，像这样的抢修场景能在我
市各地看到。在我市供电部门和兄弟
县市的支援下，截至昨天上午，已有
305条10千伏线路恢复正常，17万户家
庭恢复供电。

（林俐 王凌轩 陈维益 陈芸）

1200多名抢修工驰援 全力点亮万家灯火

本报讯 朱小兴是清港镇樟岙村
的党支部书记，今年村经济合作社共
种植了 2500 亩文旦，而台风“利奇
马”带来的风雨，一夜间让合作社的
文旦受灾严重。他告诉记者，唯一安
慰的是,村里的文旦树全都买了农业
保险，昨天上午,他代表种植户领到
了台风过后我市首笔农业保险赔款
15万元。

“按照谁投保谁受益的原则，我等
下就将这笔钱分发给种植户，让大家利
用这笔钱更好进行自救。”接过赔偿款
后朱小兴说道。

“当时果树在1米多深的积水里泡
了 24个小时，目前来看有 40%左右的
果树已经出现受灾情况，估计接下来部
分果树还会陆续死掉，现在只能在农技
专家的指导下，加紧对果树开展全力救

治。”朱小兴心情沉重地说道。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今年我市投

保的农作物主要是以水稻、文旦、葡萄
等为主，台风过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玉环支公司也第一时间
为受灾的种植户送来了第一批保险赔
款。

“樟岙村投保的是文旦果树，之前
我们公司的专家、市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的农技专家对文旦树受灾情况进行了
测损，后续我们也会跟进观察，如果出
现果树死亡的情况，赔款也会第一时间
跟上，为果农生产管理提供便利。”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玉环支公
司总经理陈高洋说，台风过后，全市上
报的农业预估损失接近500万元，主要
是水稻和文旦。

（路伟凤 张泽鹏）

“利奇马”肆虐农作物受损

首笔农业赔偿款赔付到位

8月13日
▲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庞伟峰

检查清港镇消防安全。

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