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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生产 重建家园 综合

本报海口8月6日讯（记者金昌
波 通讯员林玥）风灾无情人有情。记
者了解到，连日来，由全省基层检察院
派驻的17个检察室59名干警组成的
救灾团队，一直奔走在灾后重建家园
第一线，以实际行动帮助受灾群众。

海口市美兰区检察院灵山检察室干
警积极参与救灾，清理路面垃圾，发放救
灾物品，安抚群众情绪，并为演丰镇昌城
村、苏民村协调解决5台发电机和急需
物资，解决28个自然村清运垃圾的人工
费用5.6万元，为灵山镇北前村、北后村
各协调解决1万元用于购买急需的生产
生活物资。

台风造成文昌市境内大量家禽家
畜死亡，如不及时处理将会污染水质、
引发疫情。文昌市检察院锦山、龙楼检

察室干警们主动请战，在臭气熏天的环
境下，努力清运掩埋、处理600多万只
死家禽。紧接着，干警们又和卫生工作
人员一起逐村排查卫生隐患点，对辖区
受到污染的158口水井进行消毒处理，
有效避免了灾后疫情的发生。

澄迈县检察院老城检察室干警在
台风过后，迅速到联系点文儒镇受灾最
严重的几个村庄实地了解情况，帮助灾
区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福山检察室
安排干警深入乡村和水产、农业养殖企
业等，力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海口市检察院龙泉检察室干警在
台风过后第一时间赶到三个帮扶村慰
问受灾村民，送去救灾物资，并用检察
室自备的水箱，向附近村民供水，解决
应急用水问题。

我省干警主动请战奔赴一线
派驻检察室59名干警帮助群众重建家园

■ 本报记者 杨勇

“风雨中，我们经受住了考验。”8
月5日，在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尾镇海尾
社区居委会的办公楼里，居委会委员陈
清贵大声地说。

7月17日，超强台风“威马逊”在我
省登陆前，海尾社区居委会早早根据部
署准备了救灾物资。4个片区的工作人
员，分别下到各自辖区，摸排情况确保五
保户、危房户和低洼住户等“五类”人群
有专人联系和照顾。台风来临前，社区
78名居民转移到敬老院和亲戚家中。

同时，全社区275艘渔船中，除回
海尾渔港避风的，外出渔船都接到了社
区干部打来的电话。“以前只是知道谁
外出就给谁打电话问问，这次是无一缺
漏。”社区党支部书记张风光说，防台风

的工作组织有序且高效。
7月18日夜，狂风裹挟暴雨，码头

旁的泄洪闸总有人“盯着”。夜雨中，他
们开启泄洪闸排出从上游来的洪水，关
闭泄洪闸防止海水倒灌。

7月19日上午，值守干部一夜未眠
刚刚吃过早餐。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
破了平静：需要再次排洪，请转移泄洪闸
周边低洼区域的群众！由于之前已有所
布置，65户、274人迅速转移到安全区域。

“群众都对我们竖起了大拇指，得
到认可的感觉真好。”党支部副书记黄
安生笑着说。

“一堆人在一起是群体，一众心在
一起是团队。”海尾镇党委书记关瑜称
赞海尾社区居委会两委干部在这次台
风中的表现“是真正有战斗力的基层堡
垒”。 （本报石碌8月6日电）

昌江海尾社区党员台风中安全转移群众274人

坚强的堡垒，群众的避风港

■ 本报记者 单憬岗
实习生 叶保良 黄小光

8月5日，在文昌灾区奋战多日的合
肥蓝天救援队的9名队员，计划于当天
晚上随蓝天救援队海南救援指挥部一
起转战云南地震灾区。蓝天救援队，这
支在汶川地震中赫赫有名的民间救援
队，在“威马逊”疯狂肆虐我省后第一时
间赶到，派出全国各地经验丰富的170
名救援队员，分成3批冲到台风重灾区，
对文昌灾区的190个自然村进行了排查
和救援，受到了灾区百姓的高度赞扬。

快 第一时间赶赴灾区

7月22日，南海网爱心直通车首进
文昌灾区时，蓝天救援队外联部长王英
颉给爱心人士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作
为一个北京赶来的救援者，他与带队的

村干部的熟悉程度、对道路情况的了解
程度、对受灾数字的精准程度、对救援
知识的专业程度，让人肃然起敬。

8月5日，他在海口接受采访时说，
蓝天救援队是在2007年由一批热心于
社会公益事业的户外运动爱好者发起，
从事户外遇险救援的民间公益性团
体。至今他们在全国21个省、43个城
市都有分队，队员人数已超2万人，多次
参与全国性紧急灾害救援活动。

王英颉在台风到来前的 16 日就
已从北京飞到海口，与我省的蓝天救
援队合作展开救援。第一支赶到的蓝
天队伍是三亚分队，当晚他们就赶到
了文昌，由于翁田镇志愿者太多，决定
前往受灾同样严重的昌洒镇，在昌洒
中心小学设立了蓝天救援队的前线指
挥部。

一安顿好，蓝天救援队救灾工作就
如火如荼地进行了。他们以专业的工

具清障疏堵，为灾区百姓打通了通往外
界的道路。在两个多星期的救援中，蓝
天救援队走访救援了文昌的190个自然
村，形成了以昌洒镇为救援中心，辐射
周边城镇的救援局面。

能 灾后重建多面能手

“8月2日，昌洒镇电闪雷鸣，狂风
暴雨。但蓝天修复的屋顶一个都没有
漏，一个都没有被刮起来，队友们很开
心，灾区群众终于不用再露宿野外，四
处避雨。”在蓝天救援队微博上的这段
文字，让人感受到蓝天人对灾区群众的
真挚情怀。

半个多月来，蓝天救援队深入文昌
6个镇，做了大量工作，包括使用航拍排
查灾情，进村开展医疗服务和防疫消杀
等。从7月31日开始，蓝天救援队的工
作重心转向房屋加固和重建等。

“他们太专业了，我们原来只是用
绳子绑住油布很容易被风吹开。他们
用小木条钉紧油布边缘，牢固多了！”
唐教村村民王禄深说。截至8月3日，
蓝天救援队对昌洒镇127个自然村、锦
山镇29个自然村、铺前镇18个自然村
以及翁田镇16个自然村进行了排查和
救援，已帮助昌洒镇唐教村和昌发村、
铺前镇山头坡村等进行了房屋加固和
重建。

赞 梯次救援村民点赞

经过30多个小时长途跋涉，阜阳蓝
天救援队“老仔”一行8人，于8月2日
6：35抵达昌洒。经简单休整就开始修
补屋顶和伐树。当天，户外地表温度约
38摄氏度，队员白天冒着高温执行任
务；晚上打地铺休息，还要忍受蚊叮虫
咬。但大伙以苦为乐，“所有困难都是

浮云”。
他们是本次蓝天救援队派出的第

三梯次救援队伍，据王英颉介绍：第一
梯次是三亚分队，先进行前期的勘查，
为后期的人员参与做好准备；第二梯次
是从广州、苏州、上海、北京等全国各地
自费奔赴灾区的队员；第三梯次是合肥
队、广西队、阜阳队，他们是对灾区进行
防疫消毒、对受灾房屋进行加固而赶来
的队伍。

在此次救援行动中，最让蓝天队员
们感动的是，每当他们出现在一个地方
救灾，尽管村民们房屋都被破坏了，但
还是会拿出自己仅剩的食品来慰劳他
们，有的村民还爬上椰子树摘下椰子，
送给他们止渴；在分发物资的时候，每
个村民都井然有序地排好队，只拿自己
的那份，从不多领，甚至还觉得自己家
里面有吃的要求少领。

（本报海口8月6日讯）

他们从全国各地赶来，第一时间赶赴文昌救援了190个自然村，受到灾区群众赞扬

蓝天救援队，好样的！

本报海口8月6日讯（记者陈蔚林 见习记者
何颖）为了给遭受超强台风“威马逊”重创地区学
生送上一份爱心，今日起，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携手

“爱心包包”公益之家，推出“为爱点灯”公益行动。
活动中，主办方将广泛征集受灾地区学生的

“微心愿”，呼吁爱心组织、企业和个人以“认捐”的
形式帮助灾区学生实现他们的愿望。其中，“微心
愿”征集时间为8月6日至8月16日，“微爱心”认
捐时间为8月6日至8月20日。期间，海南日报
报业集团旗下传媒及“爱心包包”公益之家的官方
微博和微信会及时整理“微心愿”和“微爱心”的对
接情况，并于8月23日公布。详细参与方式可登
录@海南日报 新浪官方微博，或关注“海南日报”
微信公众号查看。

海报集团携手“爱心包包”公益
之家“为爱点灯”

圆灾区孩子“微心愿”

本报海口 8月 6日讯 （记者陈蔚林 通讯
员袁洪量）记者今天从省希望工程管理办公室
获悉，8月5日，我省希望工程援助海南台风灾
区的首批项目——5间“希望图书室”项目已正
式启动。

据了解，这5间图书室被命名为“道尔希望图
书室”，由海南道尔医药有限公司捐款10万元，全
部在文昌落户，是我省“为了灾区孩子”——希望
工程紧急救灾爱心助学活动启动后，正式签收的
帮助灾区学校重建的第一批项目。

我省希望工程援助
灾区首批项目启动
5间“希望图书室”落户文昌

本报海口8月6日讯（记者侯赛 通讯员杨
靖 黎欣宁）近日，我省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查处了
一起销售台风中被水浸泡方便面事件，已将涉事
商店的143箱被水浸泡方便面下架查封，并正式
立案调查。

近日，海口市食药监局工作人员执勤时发现
一商店货车司机欲将6箱外包装被水浸泡且严重破
损的方便面销售给一家网吧，被工作人员制止后，
该货车司机掉头逃窜。为查出源头，工作人员顺藤
摸瓜，跟踪货车来到了位于海垦路88号金山小区内
的海口龙华航琪商店（又名玉瑾批发部），现场检查
发现商店内货架上有涉及七个品种的方便面共计
143箱，外包装均严重受损，被水浸泡痕迹明显，涉
案金额为4760元。目前，龙华区金盘食药监所已
对该批货物进行查封，并已正式立案查处。

海口一商店
销售水浸方便面被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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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6日，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
东星村村边塘下又现生机勃勃鸭满塘的
美丽乡村景象。“威马逊”过后，该村村民
积极恢复生产，并重购大批鸭苗投放。

⬅ 8月6日，海口市秀英区西秀
镇龙头村，妇女正在菜田里收割香葱。
此处田洋面积达900多亩，在台风灾害
中全部泡水。村民第一时间抢救，恢复
了其中400亩的叶菜生产。

本栏图片均由 本报记者 苏建强
通讯员 陈创淼 摄

■ 本报记者 梁振君
通讯员 习霁鸿 实习生 林诗婷

日前，记者见到林海霞的时候，
她正和韩海雄80岁的老母亲坐在安
置房里发呆，这里是她们临时的居
所。林海霞是文昌供电局昌洒供电
所配电班班长韩海雄的妻子。家里
的瓦房被“威马逊”掀翻后，林海霞和
婆婆二人被安排到安置房住下来。
然而，即使是这样，台风登陆后，韩海
雄也一次都没回家救过灾，因为，他
心系救另一个灾情。

昌洒镇作为本次台风受损重灾
区，绝大部分的电力设备都被摧毁。
从7月18日起，韩海雄就和同事们一
直奔波在抢修一线，他的家，距离昌
洒供电所不过几公里。就在抢修的
这些日子里，他不下 5 次经过家门
口，却从不曾靠近一步。就连家里坍
塌的消息，还是妻子托别人转达给他
的。韩海雄说：“不是不挂念，是忙得
没时间挂念。”

昌洒供电所共有16名员工。当将
近1600人的外援抢修队伍进驻昌洒，
抢修和后勤物资源源不断地涌入，所
里几乎所有的员工都必须承担起后
勤、引路、卸物资的责任。在人手紧缺
的情况下，50岁的韩海雄就把自己当
成20岁的小伙子用，经常忙得一晚上
只能睡3个小时。

“我知道我对不起她们，但90%的
百姓都没电用，我心里着急。”这位在
电网干了大半辈子的老员工眯着熬得
干红的双眼，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
还记得前些天，一批物资从海口运过
来，大半夜才到昌洒。卸货的任务一
下，近百斤的物资堆在车上，他与同事
一箱一箱地往外扛。

“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帮到你
的？”记者问道。

韩海雄像是下了决心一般说道：
“你回去的时候会经过政府安置房那
儿吗？能帮我看看我老妈跟老婆吗？
我妈年纪大了。”

（本报文城8月6日电）

文昌昌洒供电所韩海雄为抢修复电每天仅
睡3小时，不止5次路过家门而不入

“不是不挂念，是没时间挂念”

本报海口8月 6日讯 （记者单憬
岗）海口市昨天印发《解决农村因灾困难
群众房屋损坏维修补助工作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提出，破损经维修后可以使
用的C级危房每户补助5000元，确保因
灾受困群众房屋维修工作于9月30日
前完成。

超强台风“威马逊”重创海口，大量
农村房屋出现整体或局部损坏，出台方
案是按照省委、省政府和海口市委的决
策部署，为切实解决灾后因灾困难群众
居住问题，做好因灾损坏民房的维修补
助工作而制定的。

方案补助对象为：因遭受超强台风
“威马逊”袭击导致唯一住房损坏，经鉴
定为轻微破损经维修后可以使用，或破
损经维修后可以使用的C级危房的农
村（农场）本地因灾困难群众。五保户
住房维修费用由政府全额负责。低保、

低收入群体、其他受灾困难群体房屋维
修补助标准为：破损经维修后可以使用
的C级危房每户补助5000元；非C级
破损房屋，受损较重的每户补助3000
元，受损较轻的每户补助2000元。

方案提出，受灾群众可于8月5日
至10日向所在村委会申请，村委会经
集体评议后须公示3天。各区（农场）
要抓紧核实准确数据、确定资金数额并
上报，维修补助经费由市、区救灾指挥
部分管指挥长签署审批后、在5个工作
日内拨付到位。8月15日前，将因灾困
难群众损坏房屋维修补助资金的60%
发放到因灾受损民房的困难群众手中，
确保因灾困难群众房屋维修工作于9
月30日前完成，补助资金余额在维修
完成后拨付。

方案要求，维修补助资金的发放坚
持公开、公平、公正，严格维修对象核定

程序，合理确定补助对象和补助标准，严
肃纪律，杜绝暗箱操作、以权谋私、优亲
厚友等不良现象发生。

海口补助因灾受损的困难群众

C级危房每户补助5000元

本报海口8月 6日讯 （记者侯小
健 通讯员桂一文）超强台风“威马逊”致
我省部分土地整治工程项目及耕地受损
严重，为尽快修复受损项目，确保耕地早
日复垦，省国土环境资源厅近日召开专
题会议研究决定，计划安排1.5亿元修
复灾毁土地整治项目及受灾耕地。

该厅有关负责人表示，救灾资金分
配将重点向海口、文昌等受灾严重的市
县和项目倾斜，避免“撒胡椒面”，以发
挥资金的使用效益。该厅要求土地整
治工程修复及耕地复垦资金下达后，各

市县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规范使用，制
定详细灾毁工程修复方案，逐个项目落
实资金，对耕地复垦资金不足的，各市
县国土局要多方协调，多渠道争取灾毁
修复资金。

据了解，受超强台风“威马逊”袭击，
我省土地整治工程及耕地均遭受不同程
度的损毁，全省灾毁的土地整治项目共
有96个，估算损失总额为9299万元；耕
地受灾面积为11.55万亩，估算损失总
额为1.55亿元。灾毁土地整治项目工
程主要是灌溉排水工程、田间道路工程

及土地平整工程损毁；耕地灾毁主要是
海水倒灌引起的盐碱化、流沙掩埋及洪
水冲刷浸泡。其中，海口市土地整治及
耕地受灾损毁情况较严重，受灾的土地
整治项目15个，工程损失5780万元，耕
地受灾面积1.96万亩，损失3020万元。

台风过后，省国土环境资源厅党组
召开紧急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救灾工
作。从耕地保护处、省土地整理中心抽
派人员组成3个核查组，深入多个市县
开展土地整治项目及耕地损毁情况实地
调查，现场指导灾毁农田修复。

修复受损项目确保耕地早日复垦
我省计划安排1.5亿元，将重点向受灾严重市县倾斜

乡村又现鸭满塘

11 破损经维修后可以使用的

C级危房每户补助5000元

低保、低收入群体、其他受
灾困难群体房屋维修补助标准：

22 非C级破损房屋，受损较重

的每户补助3000元

33 受 损 较 轻 的 每 户 补 助

2000元。

制图：王凤龙

喜割香葱在田洋

本报海口8月6日讯（记者陈怡）“红塔卷烟厂
已全面恢复生产，达到灾前水平”“海马M5轿车已
恢复生产”……今天是超强台风“威马逊”肆虐后
的第19天，我省灾后重建工作有序推进，城区已全
面恢复供电、供水，九成以上工业企业恢复生产。

今天，副省长、省政府灾后基础设施抢修组组
长李国梁带队调研海南红塔卷烟厂、一汽海马两
家重点骨干企业，了解灾后重建工作进展情况。

受超强台风“威马逊”影响，我省海口、文昌等
地区供电、供水、通信均受严重影响，全省共有
140多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遭受到不同程度损
失，直接经济损失约15.6亿元，主要涉及汽车及
装备制造、建材、新能源新材料、医药、食品饮料及
农副产品加工、电子信息等行业。

为支持我省企业灾后恢复生产，省工信厅积
极协调，鼓励企业恢复生产，积极扩大产能、开展
技术改造，为助力我省经济发展，实现保增长的目
标而努力。其中，海南红塔卷烟厂正在向管理部
门申请增加2万箱卷烟产量，力争年产量达到25
万箱，年销售收入达到30亿元。

李国梁表示，政府努力给企业灾后重建提供良
好的环境，保证供电、供气等各种生产要素的供给，
确保企业尽快恢复生产。在恢复生产过程中，企业
要严把安全生产关，确保企业生产安全、有序开展。

政府努力确保生产要素供给
我省九成以上工业企业复产

本报石碌8月6日电（记者杨勇）今天，副省
长、省政府生产恢复工作组组长陈志荣带队赴昌江
黎族自治县，调研灾后水毁水利和交通基础设施恢
复工作进展情况，并对灾后恢复工作进行指导。

陈志荣一行先后考察了昌江白沙水陂、七叉
南阳桥、叉河排岸村桥等水利、交通基础设施受灾
情况，并了解灾后恢复的进度以及困难，对地方反
映的问题进行现场办公，并提出解决方案。

据悉，受超强台风“威马逊”造成的特大洪涝
灾害影响，昌江全县5.66万人受灾，全县农作物
受灾面积9.2万亩，灾害同时造成20座桥梁损毁，
石碌水库干渠被冲毁3处决堤总长80米，内滑坡
9条、39处，全县各类渠道水毁点多达2000多处。

面对灾情，昌江按照省委、省政府的紧急部署，
迅速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救灾工作。截至目前，石
碌水库干渠功能性通水，其它渠道大部分均得以恢
复，水毁桥梁全部搭设便桥达到功能性通车。

陈志荣指出，要首先保证农业灌溉用水，保证
水稻晚造种植，解决群众的口粮问题。重建工作
应在充分考虑地形地貌的基础上，顺势而为，考虑
河道宽度和过水量，以保证未来再遇洪水能够平
安度过。

农业灌溉、水毁交通
正逐步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