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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志成城抗击“威马逊”重建

受灾地点：海口市演丰镇龙头村
急需帮助：让村民住进新房

受灾地点：海口市演丰镇山尾村
急需扶持：筹资修缮农家乐

海南日报和南海网向社会征集灾区求助信息

这些受灾村庄
需要您的帮助

灾民心声

受灾地点：海口市三江农场官路村
急需救援：处理垃圾和死禽畜

受灾地点：海口市金地路
急需救援：帮忙搬掉压屋大树

征集信息选登 征集信息选登

本报海口 7月 24日讯（记者孙
慧）“希望赶紧有人帮我把树给挪开，
不然我这瓦房就要倒塌了！”今天上
午，68岁的海口市民杜惠兰看着倒在
自家屋顶上的大树，焦急地说。

杜惠兰居住在金地路的一栋砖
瓦房里，在这次台风中，她家门前那
株10多米高的绿化树被刮倒，刚好
倒在了她家的屋顶上，堵住了门

口。现在屋顶的瓦片已经被压碎
了，房子成了危房，一家人都不敢回
家住。

台风过后，杜惠兰自己开始用锯
子一点点锯掉了一些树枝，但是树干
太大，仅凭她个人力量根本没办法处
理。她希望能有好心人或者是园林工
人，赶紧帮她挪掉堵在门口的大树，让
她早日修复好自家房子。

“我的瓦房要被大树压塌了”

7月23日，海南日报和
南海网公开向社会征集灾
区所需救助的具体信息，让
社会捐助更有针对性，更加
高效。

本报和南海网继续向社
会征集求助信息。您可以通
过以下 5种方式向海南日
报、南海网反映你所掌握的
灾区急需物资的情况，并注
明具体哪个村庄需要帮助，
联系人电话，你获取信息的
时间，灾区需要物品的种类、
数量等，让信息更加确切，爱
心更加理性。

电话参与：
拨打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热线966123；

微博参与：
私信或圈“@海南日报”

和“@南海网”官方微博（新
浪微博|腾讯微博）留言；

微信参与：
微信添加关注公众号

“南海网”参与互动；

发帖参与：
登录南海网报料中心、

阳光岛社区发帖报料或到市
县领导网友留言板留言；

短信方式：
移 动 用 户 可 发 送 至

106580007813 互 动 平 台
（免信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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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24日讯（记者马珂）
今天中午，海口市三江农场官路村村民吴
多玉蹲在自己的鱼塘旁，低头不语。鱼塘
里大片已经腐烂得看不出形状的死鱼，散
发出来的恶臭，令吴多玉感到绝望。“损
失上我们等待政府的帮助，但需要有人
先帮忙将村子里的垃圾和死禽畜处理
掉，这些东西令我们担心。”吴多玉说。

“吃喝上的事情，这几天都慢慢地
解决了，我们也没有太多的要求，只是这
垃圾我们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需要

大车拉走才行。”村民吴多文的房子墙倒
塌了，废墟旁有一个臭水洼，他告诉记
者，废墟下压着很多家里养的鸡。在清
理废墟的时候，他们只能把家里的垃圾
倒路边，垃圾堆里有不少的死鸡死鸭。

今天，防疫队已经将整个村子做了
消毒，但是面对堆积的垃圾和没有被处
理的动物死尸，防疫队员也很无奈。

“垃圾处理和动物死尸处理，需要有关
部门尽快解决，否则防疫效果不会太
理想，会威胁村民健康。”防疫队员说。

“死鸡死鸭难处理，令人担心”

本报海口 7月 24日讯（记者刘
贡 通讯员刘平）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
演中村龙头村小组，全村约100户人
家，70%为瓦房，此次台风几乎全部破
损或倒塌。村小组长蔡稽栋向记者表
示，“我们修房屋需要大量瓦片、水泥
和木料。”

危改的房子才打地基，“威马逊”

就来了，90岁的王荣花住的三间祖
屋，现在全看得到大片蓝天；蔡玉娟家
4间大房西面墙全倒，只剩东面的墙
壁和回廊，所有家什露天堆放着，自己
一人住在捐助的帐篷里。

作为一村之长，蔡稽栋已经与大
家一同收拾干净了村道，但希望村民
赶快住上能遮风避雨的房子。

“我们需要大量瓦片、水泥和木料”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记者刘贡）海
口市美兰区演丰镇山尾村连理枝农家乐
在此次台风中损失惨重。筹集资金，尽
快修缮开业，是老板黄河的最大愿望。

连理枝农家乐朝海一侧的屋子
除了屋顶和所有套上了PVC管的柱

子，其余已经荡然无存。黄河计划，
这一侧依然采用通透式设计，但玻
璃全改用钢化玻璃，铝合金加槽钢。

黄河大致算了一下，修缮、重置大
约需要花费100万元，“要是有银行发
放灾后重建贷款就好了。”

老板盼发放灾后重建贷款

文昌冯坡镇
【冯坡村】急需物资：瓦片等建筑

材料、发电机和防水布，这样，村民们
就能暂时住进破损的瓦房内，不需要
在安置点过夜。

【贝山村】需求：帐篷 20 个、彩条
布、大米、油，联系电话：13976879606
（符）

【白沙村山头村民小组】急需物
资：彩色布、大米、食用油。白沙村党
支部书记电话：13637612099

【昌里村】急需物资：大米300包，
食用油和遮阳遮雨的帆布，一到两个
发电机，还有消毒用品。村支书电话：
13005085064

文昌铺前镇
【东坡村】急需救灾物资：大米、

方便面、水、食用油，联系人：史克善
13389890055，灾情概况：全村共 5600
人，受灾人口 4000 人。房屋损毁共
1000间，严重损毁的有60—70间。

【林梧村】急需救灾物资：大米，食用
油，水，联系人：吴约13976030868，灾情
慨况：受灾人口8342人，无人员伤亡，房
屋受损834间，严重受损204间，该村的
养殖户较多，西瓜种植户损失最为严重。

【铺龙村】急需救灾物资：大米、食
用油，发电机2个，帐篷4个，联系人：
叶 保 劝 13807573932，王 顺 利 ：
13307699056

【铺渔村】急需救灾物资：大米、食用
油、水、帆布、帐篷，联系人：林旗庆：
13976622968，村 委 会 主 任 ；杨 绳 腾
13389864366，灾情慨况：渔船受损35%以
上，渔排全部损毁；受损瓦房30-40户。

【铺港村】急需救灾物资：大米、食
用 油 、瓦 片 ，联 系 人 ：林 成
13647584670，灾情慨况：全村共 1381
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灾害；受灾房屋
130多间，倒塌房屋5间；鱼塘养殖全
部损坏。

【地太村及周边村】需要大量帆布
遮盖房顶，停电停水，缺乏粮食，道路
通畅，货车可开进村。联系人：韩俊青
女士 13907598389

文昌翁田镇
【翁田镇】急需救灾物资：发电机、

防水布，遮雨布。联系人：海南爱心志
愿者联盟文少 13907578068 林诗健
13036020000

【龙北村委会有雄村】急需：沥青
纸、彩条布、帆布、蜡烛、手电等，联系
人 ：谢 晋 侠 13876755961，谢 晋 梧
18889582276

【大岭村】希望有一两台小型发电
机，供烧水饮用等。不需要方便面和
饼干类食品（发太多，吃不完）。联系
人：韩技师 13086033226

【明月村】目前最需要：帐篷非常
缺，帆布，厨具也需要，物资发送地址：
文昌市翁田镇明月村明月小学 联系
人：陈先生 13976703539

【龙马乡史官村】急需：1、一台
1kw 左右的发电机供电解决用水问
题 2、大量帆布遮盖房顶用于挡雨 3、
一人腿部受伤住院，希望爱心人士给
他捐款保住腿。该村道路畅通，货车
可 直 接 进 村 。 联 系 人 ：云 曙 辉
13398981155。

文昌罗豆农场
【南山南村】急缺救灾物资：大米、

油、食物、水、薄棉被、小孩的衣服、蜡
烛、手电筒、瓦片。联系人：符国壮
13976361923

【后港园村】急缺救灾物资：干粮
（不用烹煮，食用方便）、矿泉水、蜡烛、
手电筒、衣服、棉被。联系人：苏文军
13876293942

【南山东村】急需救灾物资：大米、
油、煤气、棉被、衣服、凉席、枕头。联
系人：吴佩平13707554252

【西坡上下组八户居民】8户人家房
屋夷为平地，全部倒塌，呼吁爱心人士定
向捐赠需求，8户受灾严重联络方式如下：
符 国 光 13976613695 符 国 民
13976045054 符 国 钊 15120736396
符 国 谦 13617553099 符 国 汉
13976033310 符 国 展 13876748462
符国龙13876633809 符国庆（电话无，
但可以联系其他重灾户任意一人）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对我们来说，最困难的不是躲避台风，是灾
后重建。”站在文昌铺前港码头，北山村的林雄一
脸严峻。

林雄的身边，是一阵“咣当咣当”的撞击声响，
由政府出资请来的一台重型挖土机，正在努力把
陷进岸里的一艘艘渔船钩吊出来。这些船都是被
风浪冲击上岸的，钩吊从昨天开始，至今已经吊出
来20多艘，还剩下40多艘。

尽管昨天已经开始有电，并且收到救援生活
用品，但渔民们仍然处于极度的焦虑当中，他们最
担心的是生产重建的难题。

“北山、下田两村共有100多艘渔船，现在看
到的不管好的坏的都只是一部分，有些已经沉到
海里了。”林雄说，保留相对完好的船只只有约10
艘，而吊出来的船命运待定，能修则修，否则只能
废弃。

“一艘船就六七万元。”渔民林梅妹的声音犹
如哭诉。而对渔民们来说，船只是损失的一小部
分。一个个价值几十万元的渔排和渔排里众多价
值万元的网箱也悉数全毁。林雄说，两个村共有
约20名渔排主，每人有两三个渔排。他估算渔排
主们平均损失150万元。

“损失的不仅是财产，更重要的是重建的本
钱。”渔民最为担心的是资金来源问题。而对渔排
主们来说，他们的生产工具问题还较为特别，因为
他们的吃住、生产作业都是在渔排上进行的。

眼下，阻碍生产恢复的还有一个小难题。“现
在很多木料、凳子、船只和其他杂物都在码头水
下，不清理的话根本无法生产。”林雄说，“这方面
需要专业力量，希望海事部门能尽快帮忙。”

（本报文城7月24日电）

文昌铺前港渔民多艘渔船毁坏

买新船，资金到哪筹？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黄一笑

“有电了吗！真的有电了吗？”7月24日下午
6时，家住海口鸿禾公寓的王小姐发现小区正常
通电后，十分惊喜。

鸿禾公寓位于海口市龙昆南路90号，是上世
纪90年代建的老式小区，现有240住户约550名
居民。小区变电房18日受台风天气影响损坏，随
后断电5天。

因为无法通电，自然也没水。22日，琼山区
委负责人得知府城片区唯独鸿禾公寓小区还没有
电时，随即协调供电部门前去检修，无奈20多年
不曾维护检修的变电房设施实在难以修复；23
日，由南方电网增援专家、秀英供电局、万宁供电
部门专家组成的约20人的专家队伍“进驻”鸿禾
公寓，开始测试、检修、试验、更换配件等一系列的
工作。与此同时，供电部门还调动2辆供电车，发
电供应小区，以解决小区居民的燃眉之急。

抢修工作从23日上午9时一直持续到24日
下午5时30分许，解除故障，恢复正常通电，供水
也随之正常。至此，琼山主城片区多数小区实现
正常供电，接下来，抢修队伍将“转战”村镇，以争
取让城乡居民生活都尽快恢复。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

供电部门为海口鸿禾公寓
抢修变电房30多小时

550名住户用上水电

本报金江7月24日电（记者孙慧 通讯员宋
祥达 王曼专）“这次台风，我们要是没有盖这新房
子，肯定屋顶早就不知道被掀翻到哪儿去了！”今
天上午，坐在自己宽敞明亮的新房子里，澄迈县金
江镇太平责任区北方村梅山村小组村民蔡兴武心
有余悸地说。

2010年10月份，海南遇到了历史罕见的连
续两轮强暴雨，造成了澄迈700多套房屋倒塌，其
中600多套是土坯房。暴雨过后，澄迈对全县危
房进行摸底调查，发现全县还约有1.9万户的土
坯房不具备防强风雨的标准。

2011年2月份，澄迈财政拨出近3亿元，成立
了全省首个农村土坯房改造办公室，以补贴加自
筹的方式，计划5年内对全县11个乡镇的近2万
间土坯房（含卵石土浆房）进行全面改造，彻底解
决百姓安居问题。

和2010年暴雨中倒塌700多间的数字相比，
此次超强台风“威马逊”的破坏力更大，但是倒塌
的房屋却只有158间，老百姓的损失更少。

同时，澄迈县已出台相关方案，帮助受灾群众
早日住进新房。

澄迈改造土坯房
减少房屋倒塌

7月24日下午，在文昌市公坡镇边城村，来自邻村的乡亲们正在帮助受灾村民
修补被台风摧毁的瓦房屋顶。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修房子，乡亲来帮忙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记者邓海宁）连日来，
海口市网格员走进受灾群众的家中，了解受灾居
民台风过后用水用电以及生活上的需求，并运用
安装有“社服通”软件的手机向12345热线上报。

据统计，在抗风救灾期间，海口市社区网格员
共上报各类情报信息4589条，协助相关部门救助
群众1132人次，疏导交通5673次，保护各类车辆
589台次，清除路障986次，解答居民提问12986
次，有效加快了海口灾后的恢复重建进度。

走门串户，了解谁家没电没水

海口社区网格员
帮居民“通风报信”

■ 本报记者 孙慧 通讯员 陈术颖

一场台风刮倒了大树，吹垮了房
屋，淹没了街道，却没有压垮我们重建
家园的信心。

从7月18日“威马逊”登陆后，海口
全市有近8万户商家被迫关门停业。
在台风过后，很多企业的设备、货品都
受损，但大部分商家在困难之下仍坚持
保证正常市场供应。记者今天走访了
解到，目前全市已经有超过60%的商家
恢复了正常营业。

今天早上9时许，老城区新华南路
电器一条街上已经车水马龙，不少商家
卸门摆货，抬出音响播广告，开门纳
客。除了街道上还存留少许被台风刮
落的广告布、未扫除干净的碎玻璃，这
里已经看不出台风肆虐的痕迹。

“我们台风第二天就开门了，虽然
这两天也没什么客人来，可也不能歇
着！”宏洲电器商场的销售员小刘告诉
记者，台风过后的第二天，他们商场就
开始清理浸泡的商品和整理受损的设
备，由于停水停电，商场一直用自备的
发电机进行发电营业，一直到前天才
通电。

南亚商场里，已经恢复了往日繁华
的景象。家乐福的负责人陈玉告诉记
者，台风登陆当天，家乐福仓库的少许
货品有水浸泡，超市内的电脑、门面玻
璃、广告牌都有不同程度损坏。但为了
保证市民的日常货品供应不断，18日
台风登陆当晚都没有关门。台风停歇
后，全体员工连夜清理受损设备，第二
天就开始正常营业。

在秀英区的公益蔬菜批发市场内，

由于内地供运菜区的大棚损坏严重，
所有的交易摊位都集中到了本地菜
区。冷库前货车来来往往，正在往外
运送蔬菜。

该市场负责人严永红介绍说，这次
台风中，秀英批发菜市场的整个北菜区
大棚都刮倒了，40多个变压器也泡坏
了，现在夜间交易都是靠发电机，但目
前整个菜市场运转良好，冷库里也储存
了一批瓜菜，航运通后内地瓜菜也陆续
运了过来，菜品供应量肯定是充裕的。

现在，批发市场正在派人抢修破损
的大棚，修理泡水的变压器，虽然摊位暂
时只能挤着一起用，但很多菜农和摊主
都表示理解，并主动帮忙清理市场内的
垃圾，大家纷纷地说：“困难都是暂时的，
大家行动起来互相帮帮忙，很快困难就
跨过去了！”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

超市坚持开业，菜市场发电保证夜间交易，海口60%以上商家恢复营业

困难再大，没有大家的力量大

（以上征集信息由读者、网友提
供，供爱心机构与人士参考）

■ 本报记者 李关平 通讯员 王剑

7月24日，省民政厅出台关于切实
做好灾后受灾群众生活安置及倒损民房
恢复重建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保障受灾
群众基本衣、食、住等。省民政厅有关
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将加快恢
复重建工作进度，最迟在2014年12月
31日前全部完成因灾倒塌民屋恢复重
建及损坏民屋修复任务。

问：灾区的救助对象包括哪些？
答：救助对象主要包括遭受超强台风

“威马逊”影响，导致住房、吃饭、饮水、穿
衣、医疗等基本生活难以维持的受灾困难
群众。重点救助对象是无房居住、无生活

来源、无自救能力的受灾困难群众以及受
灾的城乡低保、农村五保等困难群众。

问：如何安置受灾群众？
答：安置方式有三种：
（一）应急安置。因灾造成房屋倒塌

或损坏严重而紧急转移到临时安置点，
或搭建帐篷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由当
地政府统一安排食品、衣被等，保障其集
中安置期间的基本生活。

（二）过渡期安置。灾情稳定后，鼓
励和引导应急安置的受灾群众，通过投
亲靠友、邻里互助、租借临时住所、政府
部门保障等方式，进行分散安置，发放
临时性生活救助款物，保障其在回迁重
建住房或修复损坏住房前基本生活。

（三）入住安置。最迟在2014年12
月31日前全部完成因灾倒塌民屋恢复
重建及损坏民屋修复任务，使受灾群众
得到妥善安置。对入住后生活确有困难
并符合低保条件的受灾困难群众，将其
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问：受灾群众能享受哪些补助政策？
答：（一）过渡期救助。向因灾房屋

倒塌或严重损坏无房可住、无生活来源、
无自救能力的群众，按照每人每天补助
10元钱、救助期限3个月的标准实施过
渡性生活救助。

（二）农村因灾倒损民房恢复重建
补助。因灾倒房户户均补助标准1.5万
元，一般损房户和严重损房户户均补助

标准 2000—3000 元。农村因灾倒损
民房恢复重建补助标准，各地方可以视
资金及倒损房农户经济收入情况适当
调整。

（三）遇难人员家属抚慰。对因灾遇
难人员的家属，按照每位遇难人员1万
元的标准给予补助。因灾遇难人员的确
定，必须经当地政府确认并以上报省厅
的名单为准。因灾遇难人员家属领取抚
慰补助时，需提供当地派出所出具的因
灾遇难人员证明。

问：各地房补如何发放？
答：这次我省因灾倒损民房恢复

重建任务十分繁重。省民政厅要求各
级民政部门结合各自受灾程度及当地

财力状况，与财政部门商议切实加大
本级投入。

市县民政部门要根据省里下拨、本级
财政安排和接受社会捐赠资金的情况，结
合恢复重建住房的数量，合理确定补助标
准。同时要突出重点，对房屋全倒户及倒
房低保户、散居五保户和重点困难优抚对
象等受灾人员加大帮扶力度。

补助资金指标总额要一次性落实
到户，可按重建进度分期发放，确保重
建资金有效使用；严格按照有关规定，
规范恢复重建补助资金的发放工作，
做到手续完备、账目清楚、公开透明、
公平公正。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

省民政厅：12月31日前完成民屋重建或修复

农村倒房户户均补助1.5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