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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滨州黄河大事记》记载:
1976年9月7日,滨县黄河滩区蒲
城(原蒲台县城)护城堤溢决。9月6
日,黄河第5、6号洪峰合一而至,惠
民地委限令滨县蒲城居民及贵重物
资7日零时前全部迁出。凌晨2时
30分城堤溢决,瞬时水灌全城,水
深达6米以上。这座建于隋开皇十
六年(596年)的古城自建城以来第
一次进水。1982年改建为蒲城水
库,后命名蒲湖。

蒲台因始皇蟠蒲系马
而得名

要说这蒲城水库,就不得不提
有着780多年的老蒲台县城。据史
书记载,蒲台县始设于隋开皇十六
年(公元596年)。《水经注》:“秦始
皇东游海上,于台下蟠蒲系马”遂
定名。由此推断,县城设置也当始
于此时。(在此之前有“乱城”之
说,但无史料可考)。《山东通志》卷
十九、二十载:“县本隋置,土城卑
薄。”据此可见,当时城池之简
陋。至金明昌三年(公元 1192年)
复置蒲台县,其间约500年无县治
所居此。金、元时期,因战乱小城
呈断壁残垣之状,明代建立后,大
批移民迁居此地。此时的蒲城位
于大清河(济水古道)南岸,与北镇
(滨州老城区前身)隔河相望。其
城垣为土筑,高二丈九尺,周三里
又一百七十八步,护城河深一丈
余、宽二丈,城内设十字街,置水
沟二十八道。城垣设南北东西四
门,各城门建了瓮城,并各设敌
楼。明嘉靖年间在城垣四周增设
敌楼十六座,万历年间又增设“金
泽”门楼三间,其后相继在城垣顶
置雉堞一千一百四十三个。明朝
永乐年间,曾因出生于该城西关的
唐赛儿举义,被明军铲平西关,从
此蒲城成了一座独特的“三关城”。
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黄河在

河南铜瓦厢决口夺占大清河河道入
海。为防水患,当地人在城垣外又
筑了一周约十里的护城堤坝。尽管
如此,由于河床不断淤积抬高,蒲城
内地势日趋低洼,成了一处险要盆
地。到1947年 3月花园口决口堵
复,黄河重归故道之后,几经黄泛淤
淀的蒲城城厢在岁月中已逐渐形成
了凹形危地。

泥沙淤积中古城危机
尽现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3月,
国务院取销了蒲台县建制,其黄河
南岸的域地划并给了博兴县和齐东
县(齐东县建制1958年11月撤销),
黄河北岸的域地划归了滨县,至此,
蒲台县划上了句号。尽管蒲台县已
经撤销,县城也已经废弃,但昔日县
城的规模和架子还在,昔日的城墙
还在,城内四街三关村落俨然。只
是在黄河泥沙的堆积下,城已经成
为一口低于地面四五米的“大锅”,
每到汛期,城里居民都提心吊胆,护

堤护城占一年中三分之一的时间。
搬和不搬成为蒲城居民的选择乃至
政治倾向,最终导致老蒲城一分为
二,成为两个行政村。

据滨州市档案馆馆藏地名档案
记载:新蒲城村原系蒲台城内居民,
1964年黄河出现特大洪汛,护城坝
不安全,1965年在人民政府的协助
下,迁出 100 户,500 人, 建立新
居。1972年6月正式更名为“新蒲
城”。

在洪水围困中,主张搬迁的新
蒲城村,给当时蒲城公社打报告要
求搬迁,用大堤里的一片土地,也就
是现在蒲湖以北,高杜游泳池周边
的土地大堤内换取了高杜村西的
70亩地,村里负责盖起一片低矮的
土屋,先让贫下中农房子不行的搬
迁出来,随后有居民断断续续从老
城里搬了出来,落户此地,这就是现
在以水果市场闻名滨州的新蒲城
村。与此同时,蒲台城里的老蒲城、
东关、北关、金卜庄、马庙也迁出护
城堤。

消失在黄河水中的千年古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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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明确29个部门单位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任务

市委宣传部：统筹新闻宣传报道工作；
指导做好现场发布会和新闻媒体服务管
理；指导做好科普宣传，协调做好市委、市
政府领导同志在灾区活动时的新闻报道
工作。

市委网信办：组织开展舆情监测研判，
加强舆情调控。

市委统战部：负责林区宗教活动场所
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工作。

共青团滨州市委：负责加强志愿者队
伍建设，配合行业主管部门做好森林防灭
火工作。

市发展改革委：负责权限内森林草原
防灭火基本建设项目审批立项工作，统筹
协调煤、电、油、气以及其他重要物资的紧
急调度和交通运输综合协调，加强价格监
测预警，保持价格水平基本稳定，参与森林
草原防火相关规划审核和规划实施情况监
督检查工作。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协调森林草
原火灾抢险救援有关应急产品的生产。

市教育局：负责督促、指导各县（市、
区）教育部门、市属高校对在校师生进行森
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学生志愿者
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配合有关部门
做好防灭火服务保障工作；组织学生从危
险地区安全撤离或转移。

市公安局：负责指导公安机关做好森
林草原火灾有关违法犯罪案件查处工作，
组织对森林草原火灾可能造成的重大社会
治安和稳定问题进行研判，指导公安机关
开展火场警戒、交通疏导、治安维护、火案
侦破等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开展防灭火宣
传、火灾隐患排查、重点区域巡护、违规用
火处罚等工作。

市民政局：负责全市殡葬管理工作，推
进殡葬改革,倡导文明祭扫。

市财政局：负责按照事权和支出责任
划分原则，组织安排市级森林草原防灭火
工作所需经费，负责为较大及以上森林草
原火灾扑救提供必要的补助资金。

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履行森林草原防
火工作行业管理责任，具体负责森林草原
火灾的防控工作。负责落实防灾减灾规划
相关要求，组织编制森林和草原火灾防治
规划、标准并指导实施，组织指导开展防火
巡护、火源管理、防火设施建设和火情早期
处理等工作，组织指导国有林场林区和草
原开展宣传教育、监测预警、督促检查等防
火工作。

市交通运输局：负责组织协调运力为
扑火人员和物资应急运输提供支持保障，
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车辆道路通行保障工
作，指导公路管养单位负责做好公路征地
范围内管理权属公路部门的路树草皮防灭

火工作。

市城乡水务局：负责提供全市大、中、
小型水库等水源相关资料，做好灭火用水
保障工作。

市农业农村局：负责全市农牧民野外
安全用火的管理和宣传教育;会同有关部
门协调指导农牧林草结合部区域火灾扑救
工作；负责草场防火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负
责组织调配抢险救灾急用的农业机械。

市文化和旅游局：负责指导A级旅游
景区落实森林草原火灾防控措施，开展森
林草原防灭火宣传,对A级旅游景区森林
草原防灭火工作进行监督检查;负责A级
旅游景区森林草原火灾应急处置的人员疏
导等相关工作。

市卫生健康委：组织指导医疗救助和
卫生防疫工作；统筹协调医疗救护队伍和
医疗器械、药品支援灾区；组织指导医疗机
构做好伤员的转运救治和伤亡统计；指导
灾区、安置点饮用水源和食品检查、监测，
防范和控制各种传染病等疫情的爆发流
行；协调做好指挥部在灾区时的医疗保障
工作。

市应急局：协助市委、市政府组织较大
及以上森林草原火灾应急处置工作，按照
分级负责原则，负责综合指导各县（市、
区）和相关部门的森林草原火灾防控工
作，开展森林草原火灾监测预警工作，组
织指导协调森林草原火灾的扑救及应急

救援工作。

市粮食和储备局：负责做好市级应急
物资储备和调运相关工作。

市城管局：负责城区内的绿化带、绿地
草坪等区域的火灾预防和应急救援的协调
工作。

市气象局：负责组织提供全市重点林
区(草原)、重点时段的气象监测信息，发布
大风天气预警、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预
报并提供火场气象服务，开展森林草原防
灭火的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组织提供卫星
图像数据，参与利用遥感手段进行森林草
原火灾监测及损失评估，为自然资源和规
划部门发布高森林草原火险预警信息提供
技术支持。

滨州军分区：负责指导组织民兵开展
扑火技能训练和参与森林草原火灾扑救工
作，协调辖区驻军参与森林草原防灭火工
作。负责组织指导相关部队抓好遂行森林
草原火灾抢险任务准备，协调解放军开展
森林草原火灾防控工作，组织解放军做好
军事禁区内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协调
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军事禁区周边区域的森
林草原防灭火工作。

武警滨州支队：负责组织指挥驻滨武
警部队参加火灾扑救工作。市消防救援支
队：负责指挥全市森林消防专业队伍开展
森林（草原）火灾扑救工作，组织指挥国家

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参与森林（草原）火灾
扑救工作，及时将火场图像信息传到市应
急指挥中心。

市消防救援支队：负责指挥全市森林
消防专业队伍开展森林（草原）火灾扑救工
作，组织指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参
与森林（草原）火灾扑救工作，及时将火场
图像信息传到市应急指挥中心。

滨州传媒集团：负责协调、指导和组织
广播电视系统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的宣传
报道工作，配合气象部门发布森林草原火
险气象等级预报，配合有关部门发布经市
森防指审定的森林草原火灾信息、火灾扑
救、火灾案件查处等信息及英模人物的宣
传报道工作。

市供电公司：负责搞好林区草原电力
线路的安全检查，及时对火灾隐患进行预
警，并根据职责划分完成电力线路本体缺
陷消除或督促林业部门完成林木隐患清
理，防止因线路老化、短路和林木刮碰等引
发森林草原火灾。

山东高速滨州发展有限公司：负责高
速路用地范围内的森林草原防灭火相关工
作；提供森林草原防灭火车辆道路通行保
障。

滨州电信公司、滨州移动公司、滨州联
通公司：负责做好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通讯
保障工作，协助播发森林草原防火公益短
信。

滨州市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任务分工

清·蒲台县城图。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州讯（通讯员 孙洪
涛 孙宝柱 报道）为压实压紧森林草原防灭
火工作责任，全面推进防灭火一体化，持续
优化体制机制，有效防范化解较大及以上
森林草原火灾，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和国家生态安全，11月22日，我市
出台了《滨州市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任务
分工实施方案》。

《方案》指出，滨州市森林草原防灭火

指挥部成员单位是全市森林草原防灭火
组织领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根据职
责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协作，
确保各项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任务顺利
完成。

《方案》明确了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
办、市委统战部、共青团滨州市委、市发展
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教育局、市
公安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

规划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城乡水务局、市
农业农村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卫生健
康委、市应急局、市粮食和储备局、市城管
局、市气象局、滨州军分区、武警滨州支
队、市消防救援支队、滨州传媒集团、市供
电公司、山东高速滨州发展有限公司、滨
州电信公司、滨州移动公司、滨州联通公
司29个部门单位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
任务。

新华社上海11月25日电（记
者 孙丽萍 报道）我国迄今水下考
古发现的体量最大的木质沉船
——长江口二号古船，25日由“奋
力”轮护送从长江口横沙水域返
回黄浦江畔，“安家”于拥有120余
年历史的上海船厂旧址1号船坞。

25日上午，“奋力”轮小心翼
翼“怀抱”着21日凌晨出水的长江
口二号古船，经杨浦大桥如期抵
达船坞外位置，等待潮水“助力”。

长江口二号古船于2015年
在开展上海水下考古重点调查时
被发现。这艘古船残长约 38.1
米、宽约9.9米，已探明有31个舱
室，其中载有不少精美文物，初步
判定为清同治年间商贸船。

根据长江口二号古船“入坞”
方案，长约189米、宽约36米、深
达10米的上海船厂旧址1号船
坞预先完成了灌水。船坞底部浇
筑了一个马鞍形基座，让包裹长
江口二号古船的弧形梁考古沉箱
安放其上。

25日13时30分，“奋力”轮
顺利“入坞”，弧形梁考古沉箱精
准安放于“马鞍座”上，宣告长江
口二号古船整体打捞迁移完成，
接下来将启动考古发掘、文物整
体保护和博物馆规划建设工程。

由于水流长期冲刷导致长江
口二号船体逐渐露出海底，难以
原址保护，加上长江口浑浊水域
也无法实施全面系统的考古发
掘，经多方论证确定对其进行整
体打捞迁移。今年3月，国家文物
局和上海市政府共同启动长江口
二号古船考古与文物保护工程。

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说，长
江口二号古船犹如一颗“时间胶
囊”，鲜活展现了约150年来长江
黄金水道航运的繁荣景象，是海
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实证。长江口
二号古船考古工作所展示的中国
考古学理念、技术和方法，将成为
中国水下考古的里程碑，为新时
代中国考古事业发展增添浓墨重
彩的一笔，也将成为世界水下考
古和文化遗产保护的优秀案例。

据介绍，上海船厂旧址1号船

坞将搭建“考古大棚”，预计于
2023年10月前建成。长江口二号
古船博物馆也将启动筹建。作为
首批创建的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

范区核心区域，杨浦百年船坞将
“变身”为沉船考古基地和古船博
物馆，考古工作者将在此逐步揭开
这艘清代沉船的诸多未解之谜。

长江口二号古船“入坞”考古发掘
与文物保护工程启动

联系电话：3186726 18563092198(微信同步)遗失声明
滨州泥巴炉子柴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银行开户许可证丢失，

核准号：J4660003835301,声明作废。
李翠兰丢失滨州市百货大楼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的收款收据

壹张，收据编号：0000195，金额：500元，日期：2013年10月30
日，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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