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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烟花”
继续北上 我市中南部出现大到暴雨

防范强降雨 给您提个醒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昨天，台风“烟
花”继续北上，受其影响，津城迎来暴雨天
气过程，最大降水量达到 134.4 毫米。
截至昨天 14 时，台风“烟花”的中心位
于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境内，并以每小时
20 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
度变化不大，今天早晨将从山东西北部移
入渤海，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
受其影响，
昨天白天到夜间，
我市迎来暴
雨天气过程，
截至昨天22时，
全市平均降水量
为68.2毫米，
最大降水量为134.4毫米，
出现
在滨海海河防潮闸，
最大小时降水量为27.4
毫米，
出现在滨海南疆码头。市区平均降水量
为92毫米，
最大降水量为113.7毫米，
出现在
河北区容和里。从降水分布来看，
我市中南部
地区出现了大到暴雨，
其中市区，
西青、
静海、
东丽、
津南各区，
滨海新区南部均出现暴雨。
市气象台昨天 9 时 49 分将暴雨蓝色
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天津
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昨天 15 时发布
风暴潮Ⅲ级警报（黄色），同时，
天津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与天津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地
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
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颖介绍，
昨天的
降雨，
主要特点就是持续时间比较长，
但是雨
势比较平稳，
累计雨量比较大。根据最新气
象监测信息分析，
昨天夜间开始，
风力有所减
弱，
同时降雨也将在今天白天转为小雨。

个 人

注意出行安全 增强避险意识

本报讯（记者 王睿）昨天，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雷电暴雨防御、防洪、风暴潮防御、山洪灾害防御等提示，提
醒市民注意雨天出行安全。
■ 外出时如遇暴雨，
请避开排水井、
沟渠，
切勿雨中骑车打伞，
行人到
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避雨，
不要在立交桥低洼区、
较高的墙体、
树木下避雨，
不要靠近马路便道行走，
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雨天驾车出行，
注
意下凹式立交桥、
下沉路、
涵洞等警戒标示，
提前绕开积水路段；
暴雨出车应
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将空气滤清器拆下或将进气软管抬高，
使汽车的进、
排气口尽量远离水面；
地面湿滑，
应打开汽车小灯，
低速行驶，
慎用制动。

相关单位

■ 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电器开关、
门窗，尽量不拨打手机，远离
危陋房屋；如发现高压线铁塔歪斜、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
不可触摸或接近，防止触电。如在山区遇雨，要提防山洪暴发、河水
猛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一旦发生异常情况，迅速向山坡、高
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要顺山坡向下或
沿山谷出口向下游跑，此外不要轻易游水转移。

加强应急值守 做好检查维护

本报讯（记者 王睿）市应急管理局提醒相关单位加强应急值守，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室外设备设施、高空
悬挂物的检查维护，加固罩棚、广告牌、标志牌立柱、临时建筑物等薄弱部位。
■ 各单位要备足、
备齐防汛物资和应急装备资源，
做好重点部位、
库
房、
罐区的防雷、
防雨、
防潮，
尤其是油库及其他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的防
雷、
防静电检测，
对所有防雷、
避雷设施进行全面检查，
确保设备设施完好；
发现积水及时清理，
严防淹泡引发生产安全事故；
及时排查电力故障，
严防
因用电引发的事故；
停止出海作业、
露天集体活动、
露天高处、
起重吊装、
室
外动火、
临时用电和其他危险作业行为。

■ 对于有毒化学品和遇水发生化学反应的物质，不得放在潮
湿、透水和屋面渗透的库房，并应采取防水防潮措施；对于易燃易爆
的危险化学品，应储存在阴凉、通风和干燥的环境中，严格控制温
度、湿度，并做好可燃、有毒气体浓度监测；气瓶要分类、分区存放，
放置地点不得靠近热源，防止雨淋、水侵，并应采取防倾倒措施，严
禁卧放；盛装可燃气体的气瓶，应缓慢操作，防止产生静电火花。

我市排水部门多措施应对强降雨

新增 4 处预案措施点位 8 处河道直排点位
本报讯（记者 王音）记者从市排水管
理事务中心获悉，为积极应对昨日持续
强降雨，近千名排水职工持续坚守岗位，
及时采取多种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强降
雨，127 座雨水泵站、跨河泵站全力开启，
及时启动“一处一预案”，配合打井放水，
加快退水速度。同时，派出四组巡视人
员，针对中心城区“一处一预案”情况、各
辖区薄弱环节等进行督导检查。
据 了 解 ，我 市 提 前 落 实“ 一 处 一 预
案”，针对 29 处易积水地区、16 处易积水
地道预置人员设备。结合前期降雨情
况，针对新出现的易积水点位，增加 4 处

预案措施点位（宾友道、尖山澧水道地区、
电视台周边、迎风道地区），配备 11 台泵车；
增设向河道直排点位 8 处（电台道、咸阳路、
建 昌 桥 旁 、十 三 经 路 、文 静 路 与 中 环 线 交
口、小马场道与贵州路交口、青云桥下、浯
水道友鹏海鲜），配备 8 台拖挂式移动泵，连
夜部署到位，确保遇雨及时启动。
中 心 城 区 累 计 出 动 各 类 移 动 泵 车 96
台/套，总排水流量达 125020 立方米/小时，
出动发电机组 6 台套，共 2600 千瓦，使用各
类型移动泵配置水带 11290 米。此外，投入
使用 25 台移动汛情监测设备，更加精准监
测降雨信息数据。

在建项目吹响
防汛“集结号”
昨天，受台风影响，
天
津迎来强降雨。我市在建
工程在做好储备防汛物资
和调配机械工作的同时，
组
织项目管理人员成立应急
排患小组，
保证项目安稳度
汛。图为中国一冶工作人
员正在进行排水作业。
本报记者胡萌伟 张磊
通讯员 信常辉 摄影报道

为应对台风“烟花”可能造成的汛情，蓟州区罗庄子镇党
员干部对有潜在危险的地区逐地逐户探查、走访，并安排专
人对河滩等险区险段进行 24 小时值守，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通讯员 李鹏岳 赵彩云 摄

市水务部门全力迎战台风强降雨

全市河道水库无险情发生

本报讯（记者 王音）记者从市水务局获悉，
受昨日降雨排水影响，
海河水位略有升高，
海河口泵站全力开车排水降低水位，
海河及相关
二级河道维持最低水位运行，
保持3000万立方米左右调蓄空间。
北部潮白新河、北运河、蓟运河、永定新河继续全力泄水，
上游入境水量较小，河道维持低水位运行。于桥水库目前水位
20.37 米，与 7 月 28 日基本持平，继续按 80 立方米/秒向下游泄
洪，持续降低水位。蓟州山区小水库保持空库状态。目前，全
市河道水库水势较为平稳，没有险情发生。

提前调减进出港航班减少延误
本报讯（记者 万红）受台风“烟花”影响，我市迎来强降雨天
气。昨天，
记者从天津滨海机场了解到，
为应对天气影响，
机场及
时启动了运管委协同放行机制，提前调减进出港航班，并联合各
驻场单位、
航空公司、
空管及机场各单位召开联席会议，
进一步部
署应对航班延误。整个降雨期间，
天津滨海机场始终处于正常开
放状态。截至 17 时 15 分记者发稿时，
天津滨海机场进出港航班
取消 110 班，
出港航班延误 8 班。同时，
为保障旅客顺利出行，
天
津滨海机场第一时间对防汛应急预案进行调整，
全力做好信息传
递、抢险组织、人员部署、物资调配、现场指挥，
及时清理排水沟渠
管道畅通，
确保泵站设备运转正常、
防汛物资储备充足。

多趟列车停运 部分高速陆续恢复开启
本报讯（记者 万红）受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昨
天，天津火车站发布信息，受天气影响，天津站及所属天津西站
共涉及 60 余趟列车停运。铁路部门表示，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
的旅客，可于 30 日内办理全额退票手续，也请旅客合理安排出
行时间，及时关注铁路部门公告信息。
此外，
受天气及车辆交通事故影响，
昨天，
我市境内部分高速公
路一度封闭，
部分高速公路收费站入口限行黄牌货车、
危险品车辆
等。随后，
我市境内曾出现封闭的高速公路陆续恢复正常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