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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

近期，特大降雨覆盖我国南北多地，城区
“看海”现象多发。承担着增强城市防涝能力
重任的海绵城市建设，备受社会关注。“新华
视点”记者不完全统计发现，全国 30 个海绵
城市试点中，近半数城市近期曾出现内涝。业
内专家认为，海绵城市建设是解决内涝问题
的有效途径，但这是系统工程，建成面积不达
到一定规模，防治内涝不会马上见效。

30 个试点城市近半内涝

自 2015 年 4 月起，住建部等三部委先后
公布两批中央财政支持海绵城市建设试点，
重点解决城市建设中的水环境、水生态和内
涝问题。今年 5 月以来，我国多地城市遭遇暴
雨、出现城市内涝，其中包括济南、武汉、镇江
等多个海绵城市建设试点。

记者不完全统计发现，目前已纳入试点
的 30 个城市中，近期出现内涝的城市至少有
14 个，占比接近 50% ，其中首批试点的 16 个
城市中，至少有 9 个城市出现内涝。

海绵城市建设是指通过加强城市规划建
设管理，充分发挥建筑、道路和绿地、水系等
生态系统对雨水的吸纳、蓄渗和缓释作用，有
效控制雨水径流，被视为增强城市防涝能力

的重要举措。海绵城市建设试点为何也会出
现内涝？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水务分院资源
能源所所长王家卓表示，当前部分海绵城市
建设试点出现内涝，这恰好说明当前加强海
绵城市建设的迫切性。试点城市之所以出现
内涝，一方面试点启动时间有限，大部分项目
还在建设中；另一方面海绵城市是个系统工
程，大部分城市试点建设规模仅二三十平方
公里，第一年建设完成的区域基本都在几平
方公里，小规模的海绵城市建成区无法解决
整体城市的内涝问题。

济南海绵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综合组副组长田戎介绍，海绵城市在治理内
涝方面，只是对一定范围内降雨量形成的内
涝起蓄滞作用。遇到超过百毫米、甚至两百毫
米的降雨，防治内涝还得看城市排水系统。

已建成社区“海绵化”改造难

根据国办 2015 年发布的《关于推进海绵
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通过海绵城市建
设，将 70% 的降雨就地消纳和利用。到 2020
年，城市建成区 20% 以上的面积达到目标要
求；到 2030 年，城市建成区 80% 以上的面积
达到目标要求。王家卓说，这些指标并非只针
对试点城市，而是面向全国所有地区的。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虽然一些试点城市
在加快海绵城市建设，但不少地方海绵城市
建设在整体进程、规划指标等方面仍然面临

一些挑战：
——— 已建成社区改造难。海绵城市建设，

重要任务就是对已建成小区，尤其是经常出
现积水小区进行“海绵体”改造。相对于新建
城区或社区可以通过先期区域详规、中期施
工监督、后期项目验收等指标与渠道来约束，
已建成的老旧社区建设难度非常大，被业内
视为“带刺的骨头”。

一个海绵城市试点建设负责人坦言，已
建成社区海绵体改造施工中会遇到各种矛
盾，比如新增下凹式绿地，可能导致停车位减
少；房顶绿化，面临违章建筑拆除问题，“实现
规划目标的难度非常大”。

——— 建设标准不明晰。尽管住建部 2014
年发布《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指导各地
开展海绵城市建设，但由于各地建设海绵城
市的目标与方式差异较大，只能靠试点城市
自身“摸着石头过河”。

——— 政府部门配套不同步。一些受访专
家表示，海绵城市建设需要规划、城建、水务、
园林等部门充分协调“齐步走”。尤其是各地
城市新区建设中，即便不是试点城市或区域，
也必须提前规划、系统建设。

需吸引社会资本积极参与

住建部部长陈政高曾公开透露，预计海
绵城市建设投资将达到每平方公里 1 亿元至
1 . 5 亿元。有业内人士计算，全国每年投资总
额预计将超过 4000 亿元。建设海绵城市的巨

大投资钱从何来？记者了解到，目前中央财政
给予各试点城市每年 4 亿至 6 亿元专项资金
补助。

相对于巨额的海绵城市建设投入，中央
财政补助显然难以支撑。各地也将 PPP 作为
资金筹集的重要渠道。尽管投资空间大，项目
选择多，但社会资本进入海绵城市建设领域
仍选择观望。“技术门槛高，项目回报期长，后
期风险不清，一般企业不敢轻易尝试。”负责
承接了多个试点城市单体示范项目的翟艳云
说。

缺乏稳定收益回报，是海绵城市建设项
目采取 PPP 模式的最大难题。一个试点海绵
城市建设负责人介绍，不同于地下管廊、污水
处理等收费运行项目，一般海绵城市项目属
于公益项目，后期运营维护支出较大。

针对当前海绵城市建设中面临的挑战，
一些地方已展开积极探索。浙江省嘉兴市通
过引入民间资本建立城市建设发展基金，示
范区内建设项目超过 8 成投资采用 PPP 模
式；武汉市明确，城区所有新建、改建、扩建建
设项目，均要配套海绵城市建设设施。

清华大学建设管理系教授王守清等专家
认为，推进海绵城市建设，需要各地因地制宜
地制定长期规划和实施方案，从地方立法和
社会推广等方面入手，提高公众参与度；对融
资项目进行合理搭配打包，明晰权责条款设
计，增强社会资本参与积极性。
(记者张志龙、李劲峰、黄鹏飞、双瑞、郁琼源)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26 日电

30 个“海绵城市”试点，近半数现内涝
专家认为，建成面积不达到一定规模，防治内涝不会马上见效

新华社武汉 7 月 26 日电(记者黄书波)
洪水肆虐，浊浪滔天。在湖北省天门市黄潭
镇，一个个共产党员用他们忙碌的身影和坚
定的行动，树立起战胜洪魔的脊梁。

7 月 25 日 15时，记者搭乘空降兵某部
的冲锋舟，前往黄潭镇。尽管近几天艳阳高
照，但黄潭镇 30 余个村仍然浸泡在洪水中，
牵动着人们的心。

同行的天门市经信委副主任杨文凤说，
她和黄潭村支书马中华、黄潭镇环卫所所长
卢方平 3 人组成的工作组，已是第二次进入
黄潭镇，任务是给不愿转移到安置点的群众
发放救灾物资。早上，他们已经挨家挨户进行
了统计，村里原有 2000 多名群众，现因各种
原因滞留家中的有 90 余人。

冲锋舟进入黄潭镇街上，驶入水流湍急
的府河。突然，迎面驶来一艘载着群众转移的
冲锋舟。两舟交会间，浪涌波急，冲锋舟左右
摇摆，溅起的水花打在了每个人的脸上。

“别担心。”见船上人员有些慌乱，操舟手
何强沉着地说，“就是有什么情况，我们也能

处理，安全有保障。”
就在何强侃侃而谈时，一个战友“揭发”

了他：“你一个炊事班长，放着假不休，跑来开
冲锋舟，抢我们的活干吗？”

原来，四川泸州籍的何强，汛期前正准备
休假，听说部队要抗洪，就要回了休假报告。
遭到战友抢白，何强急了：“我也是培训合格
的操舟手。部队要抗洪，我一个党员却要回
家，那不成逃兵了？”

冲锋舟沿着府河前行，很快就到了 1 公
里外的水府庙村。这里是黄潭镇救灾物资分
发点，远远就能看见各种物资堆成山，一些工
作人员和解放军官兵正在搬运。

“黄潭村工作组来领物资了。”人还未进
帐篷，杨文凤就喊了起来。

一名拿着救灾物资表的警察，声音沙哑
着过来接待。“这是黄潭镇派出所所长何汉
军。”杨文凤介绍说。

见是派出所所长，记者问了一个疑惑了
一路的担心：“我们来时见到许多房门都被水
冲开了，这里的治安怎么样？”

“目前来看，还没有发生治安案件。”何汉
军说，黄潭镇被水淹以来，他只接到两条转来
的报案线索，一次是群众的误传，另一次他带
人到报案人家里，没有发现失窃。

何汉军说，派出所每天都会组织人员乘
坐冲锋舟进行三次治安巡查，“这也是我们警
察的责任，一定要做好治安工作，让转移到安
置点的群众真正安心。”

说话间，黄潭村的救灾物资装运完毕。这
时，工作组和官兵却发生了争执：工作组说再
多装点物资，他们涉水回村；官兵说涉水不安
全，要对工作组的安全负责……“我们少一个
人上船，就能多几个群众领到物资救急。”工
作组最后与官兵达成“妥协”：杨文凤乘坐冲
锋舟，卢方平和马中华涉水回村。

当冲锋舟艰难返回黄潭村时，裤腿挽得
老高、赤着脚、气喘吁吁的卢方平和马中华，
来不及休息就带着官兵挨家挨户发放救灾物
资，包括矿泉水、大米、方便面、饼干、蜡烛、蚊
香、风油精等。

在一位 60 多岁的卧床病人家中，工作组

意外碰到了老支书李泉松。这位曾经也是军
人的老党员说，他没有转移到安置点的原
因，一是要照顾哥哥，二是每天都组织群众
联防巡逻，让乡亲们放心、安心，“书记能退
休，但共产党员永远都不会退休”。

64 岁的温月娥和老伴也没有转移，老
两口近期都做过手术，怕路上折腾。“看到干
部和官兵们这么辛苦，我们心里也不忍。要
不是情况特殊，我们都不愿给他们添麻烦。”
温月娥说，不过，见到他们心里就有了底，再
大的困难都不怕。

19 时许，黄潭村第一批救灾物资发放
完毕，官兵们又是推舟返回。黄潭镇街上，何
强突然喊了一声：“团长在前面。”

记者放眼望去，只见何强口中的团长，卷
着裤腿和官兵推着冲锋舟。团长李强说，两天
来，他所在的空降兵某团，出动冲锋舟 127 舟
次，搜救转移群众 1532 人，部队现正开始转
入进村入户帮助发放救灾物资的工作。

夕阳西下。金色的阳光打在冲锋舟上，打
在官兵的背上，在水面上倒映出长长的影子。

用行动树立起战胜洪魔的脊梁
记湖北天门黄潭镇抗洪救灾一线的共产党员

会“飞”的抗洪英雄

新华社武汉 7 月 26 日
电(记者王自宸)32 小时极
端降雨量超过 400 毫米，瓢
泼大雨引发滑坡险情频发，
西部 4 个乡镇道路、通讯、电
力中断，近 7 万群众“失联”
近 50 小时……危急时刻，湖
北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党员干
部“包保到户”制度发挥“神
功”，实现无一人因灾死亡。

26 日，记者在这里回访
发现，罕见灾害来临之际，在
没有统一组织指挥情况下，
分布在大山深处的党员干部
们，按照应急预案主动出击，
带领“一小时活动圈”内群众
开展抗灾自救，甚是有效。

特大暴雨引发

灾情和信息中断

记者在五峰县采花乡长
茂司村 3 组看到，村民们正
顶着烈日清理被山洪冲毁的
联户公路，由于道路路基已
经被掏空、山体仍不稳固，时
不时还有碎石和树杈滑落下
来，清理工作进展十分缓慢。

“当时就听到轰轰几声
响，山啊、路啊都跟着往下
挫，你看那棵几十米高的树
没有，直接被连根拔起。”回
忆起几天前那场暴雨，正在
清沟的村民赵训明紧握手中
的铁锹，恐惧溢于言表。统计
显示，19 日，五峰遭遇百年
一遇特大暴雨，其中 5 个乡
镇平均降雨总量超过 200 毫
米，部分站点 32 小时极端降
雨量超过 400 毫米，暴雨导
致该县 762 . 5 公里农村公
路路基被冲毁，300 多条农
村公路无法通行；电力线路
损坏 800 余公里；五峰至湾
潭、采花、牛庄、傅家堰等乡
镇通讯网络全部瘫痪……

“比起可预估的灾情，最
让人恐惧的是信息屏障。”五
峰土家族自治县委副书记、
“7·19”特大暴雨抢险救灾
指挥部指挥长柯志强介绍，
湾潭、采花、牛庄、傅家堰等
4 个乡镇共计人口 6 9 0 8 7
人，从 19 日上午 8 点半交通、电力、通讯全部中断，到 21
日下午 3时县里与各乡镇交通、通讯逐渐恢复，前后方“失
联”近 50 个小时。

“包保”责任制危急时刻发挥作用

灾害应急预案是否正常启动？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有无
保障？抢险救灾急需哪些物资？一个个巨大的问号摆在五
峰县委县政府面前。

让人欣喜的是，尽管通讯、交通中断，不能及时互通信
息，但长期建立的防汛救灾“包保”责任制度运行如常，村镇
党员干部开展抢险救灾工作一刻也没有停歇。

在湾潭镇小凤池村，村书记龚树松 19 日凌晨 4 时接
到暴雨红色预警后，立即启动包保责任制，由村两委班子
将预警信息通知到村民代表、各党小组小组长、党员，按照
包保到户要求，迅速拉起警戒，通过手摇报警器、铜锣等方
式，通知河边、沟边、低洼地、泥石流滑坡点附近村民进行
转移安置，通过投亲靠友、集中安置等方式，转移群众 14
户 28 人。

“党员都有自己的‘一小时生活圈’，灾情来了，党员们管
好‘圈内’群众安全，全村百姓就都有了保障。”采花乡楠木溪
桥村书记马学才说，全村 1306 人分散居住在 19 . 6 平方公
里的大山里，为便于管理，党支部依山就势划分为 3 个党
小组，每位党小组成员都定点联系周边一小时能走到的 5
到 10 家农户，一旦收到各类预警信息，包保责任人都会第
一时间对包保对象进行提醒，并根据汛情缓急帮助其做好
避险转移。

“此次暴雨造成楠木桥村 23 间房屋倒塌，但无一人伤
亡，这与党员干部能短时间内赶赴现场，组织群众转移安
置密不可分。”马学才说。

“包保”责任制进一步助力灾后重建

五峰是全国有名的暴雨中心，县里建立县级领导包乡
镇、乡镇领导包村、村组干部包农户的防汛“包保”责任制建
设，在各自的“责任田”内建立包保名册，详细记录每个“包
保”对象的身份信息，并做到了分级留档备案，定期清理更
新，确保预警不落一人。

“包保”责任制在落实过程中，则重在实现情况掌握到
户、信息预警到户、责任落实到户。

一旦防汛部门发布山洪灾害预警、气象部门发布的天
气预警后，县、乡、村、组、户五级预警网络将立即铺散到
位，责任人员也会分类别、分区域作出不同的应急预案，选
定好疏散路线。

事实证明，“包保”制度靠得住，基层党组织是抢险救灾
力量和信心的来源。柯志强告诉记者，此次特大暴雨造成
全县 5 . 1万人受灾。万余名党员在群众的帮助下，奋力抢
险救灾，确保了没有一人因灾死亡，为灾后重建打下了坚
实基础。

目前，五峰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正在进行之
中，当地党员干部正加强落实“包保”制度，进一步核实灾
情，确保倒房户、生产资料灭失户等受灾群众 100% 走访到
户，保障灾民“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地方安身、有
就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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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省安阳市崔家桥滞洪区西曹马村一处出现决口险
情的河堤，抗洪官兵齐心协力固定木桩（7 月 20 日摄）。

今年以来，汛情由南向北逐步推进，太湖、长江、淮河、海河
流域均有洪水发生，辽河干流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南北双线防汛
抗洪作战正在紧张进行。 新华社记者李博摄

齐心协力

抗洪作战

新华社武汉 7 月 26 日电（吴杰、曹英华、
张志伟）7 月 25 日，烈日炎炎，热浪滚滚。在武
汉市蔡甸区沉湖湿地，两艘冲锋舟正沿着湖
堤进行巡防巡查，带队的是 1998 年被共青团
中央授予“抗洪抢险英雄突击队员”的邵飞。如
今，作为武警湖北省总队武汉市支队船艇大
队大队长，他带领大队官兵连续 20 天战斗在
抗洪抢险一线，充分发挥专业救援优势，斗洪
魔、战风雨，转战多个任务区，为群众托起生
命之舟，被群众称为“会‘飞’的抗洪英雄”。

7 月 5 日晚，一夜的狂风暴雨让武汉市
武昌区白沙洲街辖区内的多个社区陷入一片
汪洋。“我们社区被淹了”“我们要转移”……
很多居民开始拨打社区之前通知的救援电
话。电话的那一端，就是邵飞和他的船艇大
队。“我们不仅要记清求救人的具体位置，还
得摸清小区地理环境。”邵飞一手举着强光照
明灯，一手拿着对讲机，指挥 9 艘冲锋舟和
45 名官兵穿梭于梅花苑、邮电、丰收、涂家沟
等多个社区。

1995 年入伍的邵飞，曾多次参加抗洪抢
险。今年入汛前，他精心挑选培训了 21 名冲
锋舟操作手，随时做好抢险准备。

在邮电社区天祥养老院，院内积水达
1 . 2 米，平均年龄 76 岁的 167 名老人，都躲
在养老院二楼。大队官兵蹚着水进入养老院，
采用搀、背、抬的方式，用了 3 个小时才将老
人们摆渡到地势更高的医院。

连续两天，邵飞带领官兵将 6 个社区
6500 多名居民安全转移，把 12 名昏厥病人、
临产孕妇救出送医。机动待命中，他们每两小
时进入社区查看一次，为部分不愿转移的群
众送去生活必需品，直至任务结束。

7 月 19 日至 21 日的第六轮强降雨过
后，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陷入一片汪洋，10
多个村队被洪水围困，2000 多名群众急需转
移。邵飞和官兵携带 9 艘冲锋舟及救援器材，
从 170 公里外的武汉赶到荆门。

“1、2、3 号冲锋舟，营救房顶上、树上、
高台处的群众；4、5、6 号冲锋舟营救老人、

小孩和孕妇；7、8、9 号冲锋舟扩大巡逻搜索
范围，边呼喊边营救。”抵达任务区，邵飞立即
下达命令。

一名孕妇预产期将至，丈夫不在身边，已
经两天没吃东西。邵飞命令 5 名战士接力将
这名孕妇和一名 89 岁的老人送至冲锋舟，赶
往当地医院。

这次洪灾中，下陈桥村三队遭灾较为严
重，一名村民为了家中财产，在办事处工作人
员的多次劝说下仍不愿转移。洪水来临，家中
的三间瓦房轰然倒塌，他没能转移出一件物
品，拼命游到村外后，筋疲力尽地爬上一棵大
树。“救命啊！”村民的呼救声引起了救援官兵
的注意。邵飞立即派出冲锋舟，将全身只穿一
条裤子的村民从大树上解救下来。

在 20 多个小时的救援中，430 多名群众
被大队官兵成功救出，其中老人、小孩和妇女
占大多数，都得到了妥善安置。

7 月 22 日，天门市汉北河分洪洪水进入
汉川境内，11 个村庄被困，2 . 8万群众需转
移。刚刚结束荆门搜救任务的邵飞，带领官兵
转战汉川，参与搜救受灾群众。

老湾村和新河村许多民房只剩二楼露出
水面。“老乡，家里有人吗？水还要涨，请撤
离……”在轰鸣的发动机声中，官兵们将扩音
器调到最大音量，逐家逐户地反复大声喊话。
邵飞站在船头仔细搜寻。“经过几轮搜救，没转
移的群众不多了。就怕有人舍不得家里的财
物，一旦水涨，救援就更困难了！”他说。经过搜
救，官兵们未发现被困群众，只能“空船而归”。

23 日，结束汉川搜救任务后，邵飞又带
领官兵转战至武汉市蔡甸区沉湖。

入汛以来，作为蔡甸区主要防汛段面的
沉湖受东临长江、西临汉江水势高位运行的
影响，水位始终居高不下。为确保沉湖大堤安
全，邵飞带领官兵驻守大堤，每天要对 8 公里
长的任务区域堤坝进行多次巡防巡查，确保
大堤万无一失。“抗洪抢险，子弟兵责无旁贷、
义不容辞，无论遇到多大危险，都必须冲锋在
前。”邵飞说。

尽管通讯、交通中断，不能及时

互通信息，但长期建立的防汛救灾

“包保”责任制度运行如常，党员干部

开展抢险救灾工作一刻也没停歇

“党员都有自己的‘一小时生活

圈’，灾情来了，党员们管好‘圈内’群

众安全，全村百姓就都有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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