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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静 通讯员廖斌 易璋

5 月 26 日凌晨，受持续强降雨影
响，资源县境内部分江河发生超警戒水
位，局部地区遭受严重洪涝灾害，道路
中断，房屋被淹，车辆损毁，群众被困，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在危急关头，资源县委、县政府迅速
启动防汛 I 级应急预案，迅速组织相关
部门多举措应对洪水。截至记者发稿时，
全县所有受灾群众均已转移到安全位
置。在抗洪一线，公安、消防、民间救援力
量等挺身而出，为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奋战在抗洪抢险的最前线。

强降雨导致资江水位上

涨至 378 . 51 米，比历史最

高水位仅低 0.16 米

在采访中，资源县气象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此次洪水形成的主要原因是，
25 日夜间，偏南气流加强为急流，在
资源县上空辐合，形成了强降雨，造成
25 日夜间到 26 日 8 时资源县大部分地
区出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最大雨
量出现在(中峰镇)车田湾村，为 334 . 1
毫米。

“到今天(26 日)3 点 55 分，洪峰
水位已经达到了 379 米，相对于 1952
年的历史最高洪水位只差 0 . 16 米，也
是资源水文站建站以来的最高水位。”
资源县水文站站长唐小凤介绍，此次强
降雨区域主要分布在资源县城、中峰
镇、河口瑶族乡，造成资江、寻江水位
迅速上涨。 5 时 45 分的水文记录显
示，资江资源水文站水位为 378 . 51 米
(警戒水位 376 . 2 米)，超警戒线 2 . 31
米，相应流量为 1770 立方米每秒。

截至 26 日下午 3 时，资江资源水
文站水位退至 374 . 71 米，降至警戒线
以下，各乡镇水位均呈下降趋势。

公安、消防等多部门联

手紧急疏散转移群众

5 月 25 日上午，资源县公安局党

委就启动防汛应急工作预案，与气象、
水利、交通、民政等部门建立了随时联
系渠道和联动机制，并发出抗洪救灾备
战指令，召集警力在各单位备勤，并积
极筹措备齐各类抢险救灾物资和设备。
接到群众报警后， 5 月 25 日，市消防
救援支队指挥中心迅速调派 59 名指战
员，兵分多路赶赴现场展开救援。

洪水发生后，资源警方连夜冒雨赶
赴现场，昼夜坚守一线指挥开展救援，
组织人员有条不紊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最大限度地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
派出所、骑警队、处突队等警种警力全
员到岗，全警顶风冒雨，深入县城街
道、村社农户、河道等重点场所，开展
被困人员和车辆救助，转移救援受困群
众，进行交通疏导、险情排查等工作。
截至 26 日上午 10 时许，资源县公安
局共出动警力 300 余人次，警车 80 余
辆次，转移受困群众 100 余人，提醒
群众转移车辆 90 余辆。

5 月 26 日 0 时 30 分，资源消防
救援人员途经大庄田村、官田村、车田
湾、于家田村等村庄时发现，暴雨致使水
位上涨，周边已被洪水淹没，到处一片汪
洋，部分村民被洪水围困家中，情况十分
危急。指战员沿路开展救援，利用橡皮艇

等装备分组对被困群众展开营救。
“从昨晚(25 日)10 点到今早(26

日)10 点，他们一直在中峰镇搜救，整
整 12 个小时，精疲力尽。等我想再去
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向着梅溪镇出
发了——— 敬礼！”记者在一名参与救灾
的当地干部的微信朋友圈里看到这么一
条充满敬意的消息，照片中的消防救援
人员穿着厚重的救援服倚坐墙脚下，满
身疲惫。记者联系上了拍摄照片的廖先
生，他告诉记者，照片地点在大沙洲农
业休闲山庄，自己因为工作需要正好在
那里，所拍到的画面是，参与救援的消
防人员刚刚用冲锋舟将 5 名被困群众
救上岸，又将沉重的冲锋舟搬运上车
后，正在原地稍事休息。

经过 10 多小时的紧张救援，截至
26 日 10 时 55 分，消防联合当地政府
部门共抢救疏散被困人员 65 人。

得知资源的洪水情况后，民间救援
组织蓝天救援队也紧急调集冲锋舟和专
业救援人员赶往资源提供援助。

暴雨导致部分道路塌方

无法通行

截至记者发稿时止，此次强降雨天

气导致资源县 G59 呼北高速公路 2135
千米+500 米处因山体滑坡双向通行中
断，目前正在加紧清除障碍。两水苗族
乡通往河口瑶族乡的桥梁被淹无法通
行，车田苗族乡政府所在地至石寨村委
公路因塌方中断。目前省道 202 线牛
塘界 3 公里处无法通行，资源至龙胜
省道 301 线两水至河口段多处塌方无
法通行，至湖南方向国道可以通行。

面对因暴雨导致的交通情况，资源
交警一部分警力对辖区各主要道路及高
速公路的重点路段、事故多发路段、急
弯陡坡、视线不良、斜坡弯坡等有行车
安全隐患路段进行逐一排查，加大巡逻
管控力度，查看道路通行情况及安全状
况，加强道路交通疏导，并及时反馈相
关信息。一部分警力则迅速赶往极易发
生山体滑坡和洪涝的重点路段及时排
险，设置道路警示标志，分组指挥分流
车辆，对灾情严重的路段则实行临时交
通管制，禁止一切车辆通行，严防各类
意外事故的发生。

截至记者发稿时止，资源县部分乡
镇处于停电及通讯中断状态。供电单位
及移动通信等部门正抓紧抢修。

持续强降雨叠加大暴雨

资源多地出现险情
多部门联动，解救被困群众 160 多人，转移疏散群众 7800 多人

本报讯(见习记者胡晓诗)5 月 24
日，记者从桂林市疾控中心了解到，
第二批 1200 支九价宫颈癌疫苗已到
达桂林，有接种疫苗计划的女性市民
可在 5 月 25 日 8 ： 00 — 5 月 28 日
12 ： 00 进行预约，接种时间为 5 月
29 日-6 月 17 日。

据了解，本疫苗适用人群为
16 — 26 岁女性，共计 3 剂。基于疫
苗说明书要求， 3 剂全程接种，需
要在 27 周岁以内完成，超龄者将不
予接种。疫苗接种费用为 1340 元/
剂，全程接种 3 剂需 4020 元。

据悉，本次疫苗接种全部实行微
信公众号报名预约，不接受电话或现
场预约。预约具体过程如下：关注
“桂林疾控”微信公众号，在“疾控
服务”项选择“ HPV 疫苗预约”；
在“我的”栏目填好个人信息，点击

“提交”；选择“桂林市”—“桂林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预防接种门
诊”—“九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预
约”—选择合适的时间预约。出现
“预约成功”的界面表示此次预约成
功，可查看到预约者姓名、时间、预
约号。

在预约好的时间段，带上本人的
有效证件到桂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的预防接种门诊接种疫苗。预约为实
名制，预约号限本人使用，未在预约
时间前往接种视为自愿放弃。

疾控专家建议，未到九价 HPV
疫苗接种年龄或超龄者，可选择接种
二价或四价 HPV 疫苗。两种疫苗均
可预防 HPV16、18 两个高危病毒类
型。目前这两种疫苗供应充足，不需预
约，有需要者可随时前往市疾控中心
预防接种门诊接种。

第二批九价宫颈癌疫苗

开始预约

本报讯（通讯员吕淑文）近年
来，兴安农合行以桂盛信用卡·易系列
卡为主要抓手，以宣传营销为基础，
以提升客户质量为中心，保持信用卡
业务发展良好势头。截至 2019 年 4 月
末，信用卡存量共 25624 张，新增
5505 张，新增有效信用卡排名全区农
合机构前列。

据了解，兴安农合行 2017 年成立
了信用卡中心，并不断根据业务发展需
要，增强营销能力。中心实行限时办结
制度，要求两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确

保客户申请办卡到收卡时间控制在 10
天以内。该行还积极优化信用卡用卡环
境，组织开展了刷桂盛信用卡看电影、
洗车、购物等专享优惠活动。针对兴安
县各菜市场经营商户每天现金流量大、
收款金额持续稳定的特点，进行一站式
营销。同时，以办理易农宝为突破口，
带动信用卡业务健康发展。截至 4 月
末，拓展易农宝 9116 张，授信 4 . 83
亿元，用信余额 2 . 45 亿元，用信率达
50 . 68% ，其中易农宝用信余额占全行
总用信额 43 .05% 。

本报讯（通讯员廖承梅）近日，广
西金融团工委发文，授予阳朔农合行团
委“广西金融系统五四红旗团委”荣誉
称号。

近年来，阳朔农合行高度重视共青
团工作，坚持“党建带团建”，强化领
导、精心部署，以服务、培养青年为立
足点，充分发挥共青团组织凝聚、激

励、服务青年职工的职能作用，引领青
年职工为农信事业做出积极贡献。通过
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送温暖献爱心、
青年大学习等活动，在广大青年员工中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倡导志愿
服务、开展公益活动等方面做出积极努
力，提升了阳朔农合行的良好社会形
象。

兴安农合行新增信用卡

居全区农合机构前列

阳朔农合行获

“广西金融系统

五四红旗团委”称号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王真
周穆奕)近日，七星区人民法院向

桂林某医药公司寄送了一份罚款决定
书。该公司因拒不履行法院判决，也
不向法院申报财产状况，被罚款 3
万元。据悉，这是七星法院有史以来
首次因为被执行人拒不报告财产开出
的罚单。

2018 年，桂林某药业公司(以下
简称药业公司)诉桂林某医药公司(以
下简称医药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胜诉后，被告医药公司一直未履行生
效判决。药业公司多次上门追讨无果
后，向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法院受理该案后，立即向被
执行人送达了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
令。然而，这两份法律文书却似石沉
大海一般，被执行人既不向法院报告
财产，也不履行义务。

为此，承办法官通过网络查控系
统冻结了被执行人名下的所有银行账
户。但遗憾的是，由于医药公司牵涉多
起执行案件，银行账户早已被多家法
院冻结，案件执行一时陷入困境。

就在该案进入执行瓶颈时，申
请执行人药业公司向法院提供了一
条执行线索——— 被执行人医药公司
对桂林市某医院还有几十万元的货

款尚未结清。在获得了线索后，法
官立即赶往医院详细了解情况。该
医院负责人向承办法官表示，医院
确实与医药公司有货款尚未结清，
同时医药公司也拖欠了医院的设备
款，但两相抵扣后，医院尚欠医药
公司几十万元，实际金额需要双方
核对账目才能确认。

被执行人医药公司明明有履行能
力，却拒不履行法院判决，也不向法
院申报财产状况。在法官与被执行人
医药公司多次沟通并下达“最后通
牒”仍告无效后，法院依据相关法律
规定，作出了对被执行人医药公司法
定代表人罚款 3 万元的决定。

在收到罚款决定书后，医药公司
法定代表人向桂林市中院申请复议。
桂林市中院在审查了该案的执行情况
后，驳回了医药公司的复议申请。至
此，医药公司法定代表人主动联系承
办法官，同意自愿缴纳罚款，并表示
尽快履行该案义务。目前该案已经顺
利执行完毕。

承办法官表示，相信通过该院首
次开出的这张“罚单”，可以让被执
行人清醒地认识到执行工作的严肃性
和法律的权威性，在日后的执行工作
中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来履行义务。

被执行人拒不报告财产

法院开出 3 万元罚单

本报讯（通讯员陈佳琼）日前，
临桂区妇联与中国人寿临桂支公司到
临桂镇秧塘村委进行关爱女性健康
“两癌”保险现场理赔，为乳腺癌患
者龙女士送去 10 万元的理赔金及慰
问品。

慰问现场，妇联工作人员与龙
女士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了龙女士
的手术情况、术后身体状况及后续
治疗情况，鼓励她要树立信心，保
持乐观心态，做好后续治疗。“娘
家人”般亲切的话语令龙女士感到
温暖， 10 万元的理赔金为她后续治

疗提供了保障。“多亏村妇联主席
的多次宣传，才让我知道并购买关
爱女性‘两癌’保险。而且在我最
需要的时候送来了保险理赔金，解
决了我的燃眉之急。我是不幸的，
但又是幸运的。非常感谢妇联同志
的关心。”龙女士说。

据悉，临桂镇关爱女性健康“两
癌”保险宣传工作自 2018 年 4 月启
动以来，积极开展保险进村入户宣传
活动，得到了广大妇女的积极响应。
截至目前，临桂镇共有 3020 名妇女
主动参保。

临桂镇首例农村妇女

获“两癌”保险理赔

市县两级联动

整治漓江风景名胜区盗采行为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刘惠

雄）日前，阳朔县主动发挥县（区）
二级网格对漓江风景名胜区属地管理
主体作用，组织县自然资源局、漓管
办及白沙镇等部门，联合漓管委执法
部门对漓江风景名胜区阳朔县白沙镇
境内的 3 个开山采石盗采点开展集
中专项整治。

从 2016 年起，漓江风景名胜
区内的开山采石场（点）全部被依

法关停取缔，但仍有极少数非法分
子为了牟利铤而走险，在原有关停
取缔的采石场（点）或附近盗采山
石。

整治行动中，联合执法队伍在烈
日高温下持续奋战 8 个小时，共拆
除厂房 700 余平米、历史遗留机械
设备 3 套，客土复绿盗采点 220 余
平米，收缴切割机 3 台，对 2 名盗
采违法当事人进行立案查处。

▲资源县城北派出所民警将被
洪水围困的老人背到身上，向安全
地带转移。 通讯员邹佳 摄

 5 月
2 6 日上午 9
点，资源中峰
万亩红提园仍
被 洪 水 浸 泡
(航拍画面)。

通讯员
廖斌 摄

▲消防人员用冲锋舟疏散转移被困群众。

通讯员黄彬彬 摄

本报讯（记者苏展 通讯员郑
丹）记者从桂林海关获悉，近日，桂
林海关关员在监管前往台北的出境航
班时，从一名中国台湾籍女子随身行
李中查获疑似砗磲项链一串，重约
45 克。现场关员按照相关规定进行
了处理，这也是桂林海关今年首次在
出境监管渠道查获旅客违规携带疑似
濒危动植物制品行为。

据桂林海关介绍，砗磲是海洋中

最大的双壳贝类之一，因其外观特殊，
常被用于制作手串、项链等随身饰品。
然而，近年来由于过度捕捞及生态环
境变化，砗磲正面临灭绝危险。砗磲已
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
易公约（CITS）》（附录 2）加以保护。
在我国，在没有国家濒管部门出具的
相关证明书情况下，不允许在出入境
时以任何方式携带砗磲及其制品，一
旦被海关查获，将面临处罚。

桂林海关查获今年首例违规携带

疑似濒危动植物制品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