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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降雨量突破中国大陆历史极值

千里之外的台风

为何把
“特强”
级暴雨下到河南

铁路成都局管内
前往郑州方向的
79 趟列车停运
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
团有限公司获悉，
受河南省特大
暴雨影响，
7月21日，
成都局管内
涉及途经郑州方向的高铁、
普速
上下行旅客列车全部停运。
具 体 车 次 为 ：G2207、
G2206、G2204、G2211、G350、
G349、 G89、 G90、 G2088/9、
G2090/87、 G310、 G309 、
G1284/1、 C6271、 C6272、
G1282/3、G3288/9、G3290/87、
C6269、C6270、G308、G307、
G1998/5、G1996/7、G1974/5、
G1976/3、G2680/1、G2682/79、
G1887/6/7、
G1888/5/8、
G1830/1、G1832/29、G1838/5、
G1836/7、G1702/3、G1704/1、
C6218、C6215、G1709、G1710、
G3286/3、C3734/5、C3708/5、
G3284/5、
G574、
G6717、
G6702、
G571、D1997/6/7、D1998/5/8、
G1536、G1535、G82、G1571、
G1572、
G401、
G403、
G2690/87、
G2688/9、 G466/7、 G468/5、
G405、G404、G402、K245/8/5、
K290/1、 K117、 K15、 K507、
K817、K4363、K257、K4388/5/
8、K2288/5、Z161、Z49、K1157/
6、
Z149、
K635/8。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朋
友，已购买停运车次车票的旅
客，可在票面乘车日期起（含当
天）30日内，到全国任意火车站
退票窗口办理退票、改签手续。
通 过 12306 网 站 或 铁 路
12306APP购票未取票的旅客，
也可以在网上直接办理退票、
改
签业务，
以上均不收取手续费。
停运车次具体信息和后续
恢复运行情况，
请广大旅客朋友
及时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铁路
12306网站查询，
以免耽误行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恒

河北发布
暴雨红色预警
河北省气象台 2021 年 7 月
21日20时29分继续发布暴雨红
色预警信号：
目前，
邯郸、
邢台中
西部、石家庄南部和西部、保定
中南部已经出现了暴雨到大暴
雨，预计 21 日夜间到 22 日中
午，上述地区强降雨仍将持续，
过程累积雨量可达 200 到 300
毫米，
个别地点 300 毫米以上。
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
部决定于 7 月 21 日 17 时启动
重大气象灾害（暴雨）Ⅳ级应急
响应，请各地各单位结合本地
本部门实际适时启动暴雨灾害
应急响应，按照预案要求全力
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一
旦发生灾情、险情第一时间出
击抢险，做好受灾群众的转移
安置工作，遇有重大险情、灾情
等，要及时上报河北省气象灾
害防御指挥部办公室。
据新华社

7 月 21 日，
郑州市内市民在转移物资 新华社发

7月17日以来，河南省出现了历史罕见的极端强降雨天气，
大部地区降暴雨或大暴雨。7月21日上午，中央气象台、河南省气
象台联合接受媒体采访。采访会议上明确指出：
“此轮河南暴雨过
程强度已达到‘特强’等级。
”
同日，记者从河南省防汛应急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此轮强降
雨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4228.72万元。

造成的损失多严重？
124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54228.72万元
记者从河南省防汛应急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据不完全统计，16日以
来，此轮强降雨造成河南89个县（市、
区）560个乡镇1240737人受灾，因极
值暴雨致25人死亡、7人失联。全省已
紧急避险转移16325人，紧急转移安
置164710人。
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主任徐忠说，此轮强降雨造成农作物
受灾面积75千公顷，成灾面积25.2千
公顷，绝收面积4.7千公顷。直接经济
损失54228.72万元。
受本次降雨影响，目前，河南省

共有白沙、小南海、河口村、昭平台
等9座大型水库、40座中型水库超汛
限水位，贾鲁河、沙颍河、洪汝河出
现涨水过程。郑州常庄水库出现一次
特大洪水过程，目前水库水位在平稳
回落。
强降雨造成郑州市城区严重内
涝，地铁停运，铁路、公路、民航运输
受到严重影响。郑西、郑太、郑徐及普
速陇海线、焦柳线、宁西线、京广线部
分区段封锁或限速运行，7趟列车停
运，15趟列车折返。国道209鲁山段、
310灵宝段出现路面塌陷，
交通中断。

千里之外的台风何以促成河南暴雨？
四大原因导致河南发生罕见暴雨天气

7 月 21 日郑州市桐柏路附近的排涝现场 新华社发

河南此轮暴雨有多大？
10个国家级气象站日降水量突破建站以来极值
17 日以来，河南省大部地区降
暴雨或大暴雨，最强降雨时段出现
在 19 日至 20 日。郑州连续两天出现
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累计
降雨量已超当地年平均降雨量，郑
州气象观测站最大小时降雨量突破
中国大陆小时降雨量历史极值。
本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持
续时间长、短时降雨强、极端性突
出，中国气象局 21 日 8 时启动重大
气象灾害（暴雨）Ⅱ级应急响应。
本 次 降 雨 过 程 从 17 日 8 时 开
始，截至目前已持续 4 天。17 日以来，
郑州、焦作、新乡、洛阳、南阳、平顶
山、济源、安阳、鹤壁、许昌等地出现
特大暴雨，强降雨中心位于郑州，最
强时段在 19 日至 20 日。
监测显示，17 日 8 时至 21 日 8

时 ，河 南 省 平 均 降 雨 量 达 144.7 毫
米，郑州市平均降雨量 458.2 毫米。
其中郑州新密市白寨累计降雨量达
918.9 毫米，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已
超郑州全年平均降雨量 641 毫米。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介
绍说，郑州、开封等地 1 小时降雨量
超过 100 毫米，其中郑州气象观测站
最大小时降雨量达 201.9 毫米（20 日
16 时-17 时），突破中国大陆小时降
雨量历史极值（198.5 毫米，1975 年 8
月 5 日）。
此外，郑州、嵩山、新密等 10 个
国家级气象站日降水量也突破建站
以来历史极值。其中，郑州市二七区
尖 岗 气 象 站 24 小 时 降 雨 量 高 达
696.9 毫米，超过郑州全年平均降水
总量。

如何看待突破历史极值？
此次暴雨过程强度达特强等级
此次降雨过程突破多个历史极
值。据河南省气象台副台长苏爱芳
介绍，新中国成立后，河南历史上
曾出现5次全省性强降雨过程，其
中极端性非常强的一次是“75·8”
特大暴雨。
“与前几次对比可以看出，此次
暴雨过程全程累计雨量最大，一小
时最大降雨量及日雨量都破了极
值，破极值站数均大于上述5次过
程，日最大降雨量和6小时最大降雨
量仅次于‘75·8’。”苏爱芳说，按照

河南省地方标准，综合考虑持续天
数、过程范围、最大日降水量等指
标，
此次暴雨过程强度达特强等级。
“从大气科学角度讲，我们形成
严 谨 的 降 水 量 记 录 是 在 1951 年 之
后。我们根据气象站点在历史上出
现的极大值降水量，依次进行排名，
不断更新调整，这是大气科学界比
较常见的做法。”陈涛说，在目前我
们没有得到可靠的长时间有效气象
记录之前，我们很难去谈所谓的“千
年一遇”
“百年一遇”
。

责编 邓旆光 美编 袁治华 校对 田仲蓉

18日西太平洋有台风“烟花”生
成并向我国靠近。千里之外还未登陆
的台风多大程度上影响河南强降雨？
“
‘烟花’
虽然还没有登陆我国，
但
其北侧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之间会
形成显著的偏东气流，持续向黄淮地
区输送。
”
陈涛说，
在偏东风的引导下，
大量水汽从海上向河南汇集，为河南
强降雨提供了充沛的水汽来源。
陈涛表示，本次强降雨不单受到
台风影响，
还受到大陆高压、
副热带高
压共同作用。
“过去几天，河南都处在

两个高压系统之间，降水天气系统在
这里维持或停滞，
造成持续强降雨。
”
除此之外，河南省太行山区、伏
牛山区特殊地形对偏东气流起到抬
升辐合效应，强降水区在河南省西
部、西北部沿山地区稳定少动，地形
迎风坡前降水增幅明显。
苏爱芳说：
“ 中小尺度对流反复
在伏牛山前地区发展并向郑州方向
移动，形成‘列车效应’，导致降水强
度大、维持时间长，引起局地极端强
降水。
”

气象部门预警是否到位？
河南气象部门共发布预警信息千余条
大雨倾覆之前，河南气象局是否
应对充分？
苏爱芳在会上表示，针对这次过
程，河南省气象局7月13日就已关注
到，14日便开展了省地联合会商，起
草重要天气报告，15日报送省委省政
府。河南气象局第一份预警是7月16
日9点50分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信
号；7月18日17点10分发布暴雨黄色
预警信号；7月20日早晨发布暴雨红
色预警信号。
据介绍，17日以来，河南省气象
部门发布雷电、暴雨、大风等预警信
息1427条，暴雨红色预警信息162条；

郑州自19日夜间起发布暴雨橙色、红
色预警信号共11条，短信接收总人次
达1.2亿，向2.25万名应急责任人发送
预警54万条。
预警之下，洪灾为何还是不可避
免？陈涛在会上解释称，极端暴雨、极
端高温仍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难题，这
种极端天气科学机制形成非常复杂，
再落实到数值预报中，仍缺少有效手
段进一步解决，而这也是气象部门正
着手攻克的难关。
目前，五十件（套）气象应急探测
备件已第一时间发往河南，紧急驰援
河南气象部门应对强降雨。

这场雨还要下多久？
23日后此轮强降雨过程趋于减弱结束
针对本轮极端降雨的走势，苏爱
南中西部有小到中雨；郑州地区有小
芳在会上介绍，预计21日，河南中北
到中雨（5～15毫米）。23日，河南中西
部有大到暴雨，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
部小到中雨；郑州地区有分散性阵雨
雨、局地特大暴雨；郑州地区有暴雨、 （1～5毫米）。此轮强降雨过程趋于减
局地大暴雨（50～120毫米）。22日，河
弱结束。

对后续应对有何建议？
需提前做好卫生防疫工作
暴雨过程后，还会带来哪些隐秘
的危害？陈涛表示，河南强降雨过程
中，目前已有多个中小水库和河流出
现超汛限水位和超警洪水，多地出现
内涝、山洪等灾害。
陈 涛 提 醒 ，灾 害 发 生 有 滞 后 效

应，各地需继续做好洪涝、地质灾害
等防御以及河堤、库坝等的巡查工
作，并防范强降雨对救灾各项工作的
不利影响，
提前做好卫生防疫工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雨
奇 张炎良 罗梦婕 综合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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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三孩生育政策实施

教育部将制定
第四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记者
田晓航、
沐铁城）教育部基础教育司
司长吕玉刚21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
说，
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
以有效
支撑三孩生育政策实施为重要目
标，
研究制定、部署实施第四期学前
教育行动计划，进一步提高学前教
育普及普惠水平。
“到2020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
园率已达到85.2%，普惠性幼儿园覆
盖率达到84.7%。”吕玉刚说，计划到
2025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要达
到90%以上，并进一步提高普惠性
幼儿园覆盖率；
同时，
进一步扩充普
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充分考虑出生
人 口 的 变 化 和 城 镇 化 进 程 ，以 县
（区）为单位，科学布局普惠性幼儿
园，
并大力发展公办园，
完善小区配
套幼儿园建设管理机制。
“这两年来，
我们在小区配套幼
儿园的治理上下了很大气力，回收
了2万多所幼儿园，增加了416万个
学位。”吕玉刚表示，教育部将进一
步完善这项工作，同时积极支持民
办园提供普惠性服务，健全城乡学
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为减轻生育难题背后的教育负
担，20日公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
衡发展的决定》
（下称“决定”
）提出
系列措施。除了推进城镇小区配套
幼儿园治理、持续提升普惠性幼儿
园覆盖率以外，全面开展课后文体
活动、社会实践项目和托管服务，
推
动放学时间与父母下班时间衔接，
也是降低教育成本着力的重点。
吕玉刚介绍，截至2021年5月
底，全国共有10.2万所义务教育学
校开展了课后服务，有6500万名学
生参加。
近期教育部再作部署，
要求
“一校一案”
制定课后服务的具体实
施方案，确保今年秋季开学后实现
义务教育学校全覆盖，并努力做到
有需要的学生全覆盖。
此外，
教育部
要求推行课后服务“5+2”模式，即
学校每周5天都要开展课后服务，每
天至少开展2小时；对有特殊需要的
孩子，
鼓励学校提供延时托管服务。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
展司司长欧晓理表示，
下一步，
国家
发展改革委将和有关部门一起研究
制定决定的实施方案，进一步细化
各项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确保决定
各项任务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南京发现
17例新冠阳性
划定4个社区（村居）
为中风险地区

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政府21日召
开新闻发布会说，
经重新采样检测，
截至目前已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相
关工作人员中检测发现17例新冠阳
性。倡导广大市民非必要不离开南
京，如确需离开，应携带48小时内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备查。
7月20日，
南京市江宁区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部接到禄口国际机场防
疫专班报告，
在禄口国际机场工作人
员例行定期核酸检测中发现9份样品
为阳性，
样本均为机场保洁人员。
南京市副市长胡万进介绍，接
报以后，南京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
对机场相关人员进行集中隔离，并
重新采样检测，经复核与专家组诊
断，总共发现17例阳性，目前9人为
确诊病例，5人为无症状感染者，还
有3例核酸检测阳性待进一步诊断。
胡万进说，
为防止疫情扩散，
切
断病毒传播路径，经省、市、区专家
分析研判，划定机场附近4个社区
（村居）为中风险地区，其中江宁区3
个、溧水区1个，实施封闭管理，人员
足不出户；确定封控区域1个，为禄
口街道，
进行封闭管控，
人员只进不
出。另外，还组织专业力量，对禄口
机场及检测阳性人员所到场所进行
环境检测、消毒，
关停或关闭部分人
员相对密集的场所。
胡万进介绍，截至7月21日5时，
已排查出密切接触者157人，密接的
密接56人，
还有其他人员正在进一步
排查过程中。
同时，
组织江宁、
溧水两
区连夜开展核酸检测，
目前已对重点
区域的11.65万人进行了采样，并已
出具检测结果44309人，
均为阴性。
新闻发布会上，南京市交通运
输局副局长郑春发说，依据南京市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发布的1号通告，倡导广大市民非必
要不离开南京。
目前，
通过南京辖区
机场、铁路、公路客运站出行的旅
客，
不包括在南京中转的旅客，
都需
要测温凭绿色健康码进站，同时应
携带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郑春发还特别提醒说，携带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是对全体
市民而言的，即使乘坐小型汽车离
开南京也应携带证明备查，以免给
出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另据东部机场集团总经理徐勇
介绍，7月21日，在南京禄口国际机
场，各家航空公司原计划执行航班
663架次，
已取消521架次。
（新华社记者 朱国亮、
吴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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