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7.3

北京商报

政经

2

责编 肖涌刚 美编 代小杰 责校 池红云 电话：64101946 bbtzbs@163.com

连续31天暴雨预警 防汛再迎挑战
北京市气象台7月2日22时55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至7月3日11时，本市

加强督查
发挥水库度汛功能

有明显降水天气，局地累计雨量可达80-12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可达60毫米以上，山
区及浅山区出现强降水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低
洼地区易出现积水。这是北京今年发布的首个暴雨黄色预警。
从6月2日到7月2日， 中央气象台连续31天发布暴雨预警， 南方多地遭遇洪涝灾
害。7月2日，长江2020年第1号洪水已经形成。在北方，北京市也于7月2日下午发布了
今年汛期首个山洪预警，预计将出现入汛以来最明显降雨过程。随着黄河正式进入汛
期，南北方防汛工作正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挑战。
据统计，洪灾已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250亿元。财政部曾拨付4.9亿元支持补助地
方开展水毁修复等工作，近日又向广西、广东、贵州3省（区）紧急下拨中央防汛抗旱补
助资金2亿元。未来，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强督查，提高水库度汛能力。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
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说，“黄河龙羊峡
雨量破纪录
水电站20多年都没蓄满过水，这几年刚刚蓄
长江2020年第1号洪水
上水，去年和今年居然要泄洪了，说明降水还
是比较大的”。
今年降水偏多，自6月2日以来，中央气象
他介绍，水库泄洪是在降水比较多的时
台已经连续31天发布暴雨预警。据中央气象 候，为了腾出库容，要把水库中已经蓄满的水
台消息，整个6月，我国江南、长江中下游、江 放出去。“常规来说是靠发电放水，但现在靠
淮入梅时间较常年偏早，南方地区共出现5次 发电来不及了，就需要泄洪。这说明水库在防
大范围降雨天气过程，暴雨覆盖范围广、强度 洪方面承担着非常重的任务。”
大，其中江苏、安徽、湖北等地部分地区降雨
在6月30日水利部召开的水旱灾害防御
量较常年同期偏多1倍以上。
网上新闻通气会上，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
据水利部通报，截至7月1日12时，太 副司长王章立介绍，今年，全国累计平均降水
湖、淮河干流三河尖段；重庆綦江及部分支 量292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7%。另外，全国
流；安徽巢湖等15条河流超警。太湖水位3.9 主要江河来水总体偏多，其中长江偏多1-3
米，超警戒水位0.1米，周边河网区有21站水 成，黄河偏多1-6成，辽河偏多1-4成，珠江流
位超警。
域西江偏多2成。受持续降雨影响，全国主要
7月2日当天，受强降雨影响，长江上游干 江河水位大部偏高。
流、乌江及三峡区间来水明显增加。三峡水库
“七、八月是我国防汛关键期，江河洪水
来水快速增加，在长江上游形成了长江2020 呈现多发频发趋势，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王
年第1号洪水。
章立说。
与此同时，黄河也正式进入汛期。据水文
气象预测预报，黄河流域汛期降水偏多，黄河
经济损失超250亿
上中游地区出现暴雨洪水的可能性大，可能
财政支持救灾
有较重汛情。
据了解，黄河龙羊峡水电站已于6月18日
据统计，截至6月28日，我国南方地区洪
开闸泄洪。近日，黄河小浪底水库和长江三峡
大坝也先后开启汛期模式，开闸泄洪，并加强 涝灾害共造成广西、贵州、湖南、四川、江西等
13省（区、市）1216万人次受灾，78人死亡失
防汛值守和监测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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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峡枢纽开启泄洪深孔泄洪 新华社/图

踪，72.9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8000余间房屋
倒塌，9.7万间受到不同程度损坏；直接经济损
失257亿元。
具体而言，根据最新数据，此次洪涝灾害
已造成重庆北碚、渝北、巴南等14个区县的
113个乡镇（街道）69207人受灾，直接经济损
失7332万元；湖北7个市（州、林区）24个县
（市、区）65.06万人受灾，紧急转移安置7005
人，直接经济损失4.57亿元；福建省5.44万人
受灾，农作物受灾4.24千公顷，直接经济总损
失2.61亿元。
经济学家宋清辉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洪水造成的损失主要来自房屋倒
塌、庄稼摧毁、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方面，在
有预警的前提下，可以尽可能地减小损失程
度，例如帮助企业早作准备，在洪灾发生时能
够采取最佳的应对策略和行动，以期尽可能
降低洪水带来的经济损失。
“国家也可以出台一些阶段性、有针对性
的减税降费政策，帮助南方挽回损失、渡过难
关。”宋清辉说。
据了解，今年5月，财政部、水利部向湖北
等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连、宁波2个

计划单列市拨付中央财政水利救灾资金4.9亿
元，其中4.5亿元用于支持地方做好安全度汛
和内蒙古、宁夏凌汛水毁修复，0.4亿元用于支
持云南抗旱工作。6月17日，财政部、应急管理
部又向广西、广东、贵州3省（区）紧急下拨中
央防汛抗旱补助资金2亿元，支持地方开展抗
洪抢险救援工作。
“去年洪水造成了很多工程水毁，汛后
就开始部署水毁工程修复。以现在的情况
看，去年水毁修复项目9.96万处，南方基本
都修复了，全国总体完成了99.2%。湖北的
水毁工程也基本都修复了。”在6月30日的
联合会商中，水利部副部长叶建春介绍。他
表示，水利部将会同财政部拨付水利救灾资
金支持地方开展水毁工程修复等防灾减灾
工作。
地方财政也及时下拨资金支持救灾。贵
州省财政厅、省应急厅向受灾的桐梓县紧急
下拨省级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200万元，用
于支持帮助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应
急救灾工作；安徽省马鞍山市财政局也拟安
排200.3万元用于市政处采购防汛应急物资
经费，确保主城区安全度汛。

在防汛工作中，水库等水利设施一直身
兼重任。“水利设施的作用非常重要，即使是
出现接近1998年那样的大洪水，在长江下游
也没有产生太多问题。长江下游的每个水库
都有一定的防洪作用，通过调蓄实现削峰。”
张博庭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要加强规划和建
设，加强维护，让它保持最好的状态，随时应
对特大洪水。”
据了解，我国目前有5级以上堤防30多万
公里，水库98000多座，以及超过10万多座闸坝、
11万余座水文站。去年全国有2500多座水库发
挥了调峰错峰作用，拦洪1500多亿立方米。
今年入汛以来，水利部门先后调度大中
型水库918座（次），共拦蓄洪水206亿立方米，
初步分析减淹城镇250个、减淹耕地面积444
万亩、避免人员转移近309万人。
为全力保障水库安全度汛，叶建春日前
表示，针对大中型水库，要专人、专班紧盯汛
限水位，坚决禁止违规超汛限水位运行，加强
调度运用监管。针对小型水库，要切实落实
“三个责任人”和“三个重点环节”，确保人员
到岗、环节到位，尤其要真正落实水库巡查，
发生险情后能够迅速转移受威胁人员，及时
进行处置。
但仍有一些存在病险的水库不能按照
原来的设计能力来防洪和挡水，起到应有的
作用。对此，叶建春表示，已经对11251座小
型水库进行了暗访督查，今年对6500座小
型水库和1000座大中型水库也要开展相应
督查，要监督这些水库是否规范运行，是否
遵守相应的规则，是否执行调度指令，来确
保水库本身的安全和为防洪安全发挥相应
的作用。
此外，水利部还将利用集自动测报、网络
传输、高效处理、预测预报于一体的水文监测
预报体系和12万余个报汛站，强化监测预报
工作。加密雨水情测报频次，做好中短期和临
近预测预报，提高预报精度、延长预见期。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吕银玲

西街观察

ijie observation

逗“鹅”冤不冤，司法说了算
肖涌刚
一场商业诉讼， 因为戏剧化元素迭出，
被演绎为娱乐狂欢。

戏礼包码？即使动机成立，他们又是如何骗
过号称“南山必胜客”的腾讯法务部的？
老干妈也难逃质疑。从现有事实看，腾

接着剧情反转为诈骗局，再到卖惨卖萌，自

讯旗下QQ飞车手游曾 携 手“老 干 妈 ”推 出

嘲自黑，最近两天腾讯和老干妈的瓜，不仅

限定款礼盒， 这一期间也在微博上形成了

广大网友吃得津津有味， 百度阿里等巨头

阅读量超亿的热门话题。 如果骗子并非老

也先后送出问候， 更有八竿子打不着的各

干妈的成员 ，那 限 定 款的“老 干 妈 ”是 如 何

大品牌商纷纷拍一拍鹅厂。

生产出来的？ 老干妈真如声明所言对合作
毫不知情？

可谓经典。放低姿态，化身上当受骗的“傻白

相较于腾讯的体量，1600万的亏损即便

甜”，既博得同情还赚足流量，相当于一波品

不足以对经营业绩造成实质损害，但涉及投

牌营销。

资者利益，不可语焉不详。更有论者指出，作

只不过， 残酷的商业竞争不相信眼泪，

为一种现象，两家企业闹到这一步，已经不

严肃的法律纠纷不能靠“一言难尽”“悬红辣

只是关乎企业利益的私事。涉事企业处置惯

酱”解决。相较于“辣椒酱香不香”“腾讯到底

性背后对应的司法态度，后续司法处理如何

是不是个憨憨”，这笔1600万元的广告合同才

不偏不倚，都溢出了企业私事的边界。

是事件核心。在泛娱乐化表达之后，竞争对
手的隔空喊话才是腾讯真正要面对的。

值得玩味的是， 两地司法部门的立场
都非常鲜明。 贵州公安给出的通报尚未呈

回归事件本身， 这一切源于一纸诉状。

现事件的完整原貌，信息有待进一步披露。

腾讯称这期间曾“多次催办无果”，可见在引

至于深圳南山法院，尽管有律师分析称，诉

起舆论关注前，双方多有接触。但蹊跷的是，

中保全并不会对资产冻结者造成实质伤

这笔合同似乎未能够引起双方足够的重视。

害，但冻结行为依然值得商榷。

从目前看，贵州法院的通报和腾讯此后的表

在7月2日腾讯和字节跳动高管之间的

现，似乎坐实了“萝卜章”诈骗的事实。细究

交锋中，我们可以瞥见，请求法院查封冻结

之下，除腾讯内部审查、直接采用诉讼手段

资产的招数，大公司屡试不爽。从这层意义

请求冻结老干妈资产等问题外，涉事各方仍

上，老干妈不是个例。

有诸多疑点待解。

“历
经20天艰苦奋战，首都疫情防控趋稳向
好态势持续加强。”7月2日，北京召开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第139场例行发布会。据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庞星火
介绍，7月1日0时至24时，北京新增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1例。至此，北京已连续4天
新增本地确诊病例数在个位数，治愈出
院人数不断增加。
连日来，部分涉及确诊病例的医院及
施工场所防疫工作取得进展。例如，6月17
日，北京大学国际医院急诊科一名护士，
因所居住的海淀区某社区的居民楼出现
了确诊病例，昌平区疾控中心将该名护士
作为密切接触者纳入集中隔离管理，后诊
断为确诊病例。
据北京大学国际医院院长陈仲强介
绍，7月1日，医院的疫情防控工作通过北
京市专家组的总体评价，自7月2日7时起，
北大国际医院正式解除封闭管理。所有在
院医务人员、患者和陪护人员无相关症
状，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此外，北京大兴理想家项目工地出
现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随后，中铁十
八局集团立即要求施工现场停工停产，
全面封闭施工现场；将现场95名确诊病
例密切接触者安排至定点酒店进行集中
隔离，现场剩余人员每人一个房间进行
隔离；组织项目全体人员再次进行核酸
检测，确保不漏一人；配合属地政府进行
流调及处置，经过排查梳理，与确诊病例
密切接触的6人，现已在大兴区疾控中心
集中隔离；同时，做好施工现场环境检测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刘瀚琳）

先是杠上家喻户晓的“国民女神”，紧

从化解尴尬的角度看，腾讯这一轮操作

北京新增确诊病例连续4天保持个位数

要“鹅”不被白逗，“妈”不再蒙冤，扑朔

根据通报，三名骗子要为1600万买单。但

迷离之际，越需要公正司法给出答案。即便

从犯罪动机和犯罪实施看， 这三人以身犯

是对吃瓜群众来讲，最吊胃口的也还是事件

险，签订价值千万元以上的广告合同只为游

真相。

与消杀，对施工现场生活区等重点区域
加大每日消杀频次。
中铁十八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高纯根表示，“ 确诊病例出现
后，公司深刻认识到在项目施工现场管
理上仍存在漏洞，我公司将认真反思，吸
取教训，严格按照北京市委市政府的要
求，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加强疫情精准
防控，全力做好施工现场各项疫情防控
工作”。
7月2日13点30分左右，石景山区疾控
中心接到报告，有一名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阳性顾客在石景山区万达广场活动。经调
查，该顾客谢某现住海淀区，自述接到中
日友好医院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的通知，
情绪十分激动。石景山区卫健委已安排负
压救护车将谢某送至医院发热门诊，进一
步做明确诊断。区疾控中心对谢某在万达
广场的活动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将初步判
定的密切接触者运往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点进行隔离观察，对万达广场重点部位进
行采样和消毒。
目前，石景山区公安分局按照防疫要
求，组织万达广场管理方对万达广场进行
临时封闭，并对现场顾客开展信息登记后
进行了有序疏散。区疾控部门按防疫指引
对万达广场开展全面消杀，经专业评估
后，再确定对外开放时间。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稳向好，
但风险依然存在，再次提醒大家，不能放
松警惕、掉以轻心。”庞星火表示。北京
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王岳表示，
“北京新发地聚集性疫情能在短时间内

得到控制，与全市各行各业严格落实‘四
方责任’密不可分。在这当中，最重要的是
个人责任”。
“绝大多数市民严格依照法律法规，
做好个人防控，但也有个别情况发生。”王
岳说，例如，部分公民不积极履行自己的
法定责任，进入公共场所不主动佩戴口
罩，部分被隔离的市民在隔离期间擅自
外出、聚餐聚会；同时，还有在居家隔
离、集中隔离的市民，发现发热等典型
症状后没有主动报告。

1

例

7月1日0时至24时， 北京新
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例。至此，
北京已连续4天新增本地确诊病
例数在个位数，治愈出院人数不
断增加。

前述违法行为将产生严重后果。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前述人员将承担三种法律
责任。民事责任方面，如果造成他人或
机构的财产损失，过错方要承担民事赔
偿；行政责任方面，如果公民未遵守政
府紧急情况下发布的紧急命令，公安机
关可做出相应行政处罚；同时，随意编
造、散播涉及疫情的谣言，也将受到行政
处罚及罚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