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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大湾区消防水域洪灾跨区域救援实战演练在莞举行

780名消防人员展现救援技能

□信息时报记者 曾德顺

通讯员 粤消宣

“东莞市搜救中心，东莞市搜救中心！

我是货船博石机 623 号，坐标北纬 22°58′

32″，东经 113°33′46″。我船机舱起火，船舶

失控，现在江中搁浅，船上被困人员约 30

人，有人员受伤，情况危急，请求救援。 ”

“搜救中心收到， 请你船立即悬挂失控信

号，按照应急部署开展自救，救援队伍马

上出动。 ”5 月 20 日，2019 年粤港澳大湾

区消防救援队伍水域洪涝灾害跨区域救

援实战演练在东莞市拉开序幕。

演练采取“

1+3

”模式进行

此次演练采取“1+3”模式进行，即一

个主战场， 三个片区分战场同时开展演

练。 主战场设在东莞，分战场分别设在粤

东片区的潮州、粤北片区的韶关、粤西片

区的湛江。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主战场参

演单位有香港消防救援力量、总队特勤大

队、总队通信保障分队，东莞、广州、深圳、

佛山、珠海、惠州、中山、江门、肇庆等 9 个

消防救援支队及省公安厅警务飞行队、东

莞海事局和其他社会应急联动力量，共

780 名人员参演。

此次演练主要模拟台风、强降雨等极

端气候环境下， 可能造成的山洪爆发、

河流水位上涨、 城市发生严重内涝等

灾害事故， 结合近年来抗洪抢险典型

案例和消防救援队伍日常训练实际，

制定了舟艇救援技术、 涉水救援技术

和综合救援三个篇章共 7 大类型不同

救援技术的演练科目。

轮船直升机上演“救援大戏”

此次演练着眼于水域事故处置、内涝

疏转救助、孤岛救生等重难点课题，综合

运用了救生抛投器等便携、实用的遂行常

规装备，无人机、水上救生遥控机器人、潜

水装置、 智能救生圈机器人等高科技装

备，采取无人机抛投、潜水救援、绳索救

援、直升机水面搜救等技战术措施，高效、

快捷地完成应急救援任务。

本次演练主会场共调集 20 艘冲锋

舟、30 艘橡皮艇、15 艘摩托艇、15 架无人

机、3 艘消防船、2 架直升机参演。 现场 3

艘消防船吸睛不少，其中 2 艘消防船来自

东莞市消防救援支队，“莞消一号”消防船

为内河一级消防船， 总排水量 250 吨，船

首装备推进器， 可 360 度回旋；“莞消二

号”为海船，总排水量达到 850 吨，每秒供

水量最高可达 3 吨，可应对 8 万吨以下游

轮火灾扑救、对岸供水、水上搜救等任务。

据了解，2018 年 5 月至 9 月汛期期

间， 广东消防参与抗洪救援出动数共计

804 起，累计参与救援 16148 人次，出动车

辆 1984 辆次、舟艇 1805 艘次，营救人员

9141 人，疏散群众 23240 人。今年以来，广

东消防参与抗洪救援出动数共计 80 起，

累计参与救援 835 人次，出动车辆和舟艇

164 辆

（ 艘）

次，营救人员 125 人，疏散群众

468 人。

在东莞去便利店不仅可以买东

西， 还能学到消防小知识。 5 月 16

日，以“防患于未‘燃’，共建消防安

全家园”为主题的消防安全公益行

动启动仪式在美宜佳总部门店

举行。 启动仪式上，东莞市消防

支队副支队长蔡飞表示，此次消

防宣传公益行动，将遍布全市大

街小巷的 3100 家美宜佳便利店

打造成消防宣传服务网点 ，把消

防宣传的触角延伸到最末端，以

最接近群众、最贴近生活的方式，为

老百姓提供触手可及的消防宣传服

务。

据了解， 消防部门为此次公益

行动专门设计印制了 150 万份“居

家火灾风险防范”、“电动车火灾防

范”等系列宣传单张，投放到各门店

进行宣传派发， 每个便利店的店员

都将成为消防志愿者， 在开展营业

的同时进行消防宣传， 面对面提醒

顾客注意消防安全。

信息时报记者 曾德顺

通讯员 莞消宣

日前，由河南省委宣传部、省文化

和旅游厅主办的河南文化旅游产业项

目招商推介会在东莞举行。这也是河南

文旅产业首次组团大规模走进东莞，河

南优质丰厚的文旅资源吸引了广东百

余家企业前来参加。

本次大会现场推介了河南 55 个项

目，其中对鸡公山万国建筑群 、国家

历史文化公园项目隋唐洛阳城、安

阳市文化旅游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

项目等 10 个重大项目进行了视频

特别推介。 当天，郑州古荥大运河文

化区项目 、世界杂技之窗

（ 濮 阳）

战

略合作项目、 隋唐洛阳城国家历史文

化公园宫城片区项目、济源市中国白银

小镇项目、 平顶山市中国汝瓷小镇、南

阳市玉矿开发项目等 13 个项目进行了

现场签约，涉及文化旅游、文化综合体、

产业园区、大遗址开发等，签约总金额

1137 亿元。

有客商表示，河南具有深厚的历史

文化资源、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以及优

越的交通区位优势，文化旅游消费市场

蕴含着巨大商机，愿意到河南来实地考

察寻找商机。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5 月 20 日是第 20 个“世界计量

日”。 当天，由广东省市场监管局和东

莞市政府联合主办、东莞市市场监管

局承办的“世界计量日”大型主题宣

传活动在东莞市东城旗峰公园正门

广场举行。 此次活动以多种方式向公

众科普国际单位制（SI）的量子化新定

义，让市民近距离接触计量、了解计

量、掌握计量、支持计量和享受计量。

同时，“广东省无线智能互联设备产

业计量中心”也正式揭牌。

广东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高国

盛强调，今年的“世界计量日”是市

场监管机构改革之后的第一个“世

界计量日”， 计量事业要更深刻地

融入市场监管大格局，继续在保障

市场交易公平公正 、 优化营商环

境、维护消费者权益等方面发挥重

要保障作用。

东莞市政府副秘书长梁绍光指

出，当前东莞正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对标建设“世界先进制造业

中心”，这更离不开计量这关键一环。

东莞举行“5·20 世界计量日”宣传活

动启动仪式，必将有力推动计量工作

深入社区、深入企业、深入学校、深入

百姓心底。

记者获悉，自 5 月上旬起，东莞

市市场监管局已组织开展一系列丰

富多彩的主题宣传活动，通过举办计

量知识讲座、 计量检测实验室开放

日、预防近视进校园、计量服务进社

区/基层/企业等活动， 以及开展民生

计量领域计量专项执法检查，为市民

提供计量服务大餐。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广东省2019“世界计量日”宣传活动在莞举行

相关报道

东莞3100家美宜佳“变身”消防宣传网点

河南文化旅游产业在莞招商

13个项目现场签约，金额达1137亿

“莞消二号”正在参与“救援”。 曾德顺 摄

招商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