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我省各地贯彻省委、省政府
防御台风“海鸥”的部署，把事前积极防
范与事后及时妥善处置紧密结合起来，
采取有力措施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海口

15日上午8时40分，省委常委、市
委书记陈辞主持召开海口“三防办”紧急
会议，研究部署防范强台风“海鸥”工
作。21时，海口各级政府、各单位和各
部门再次回到“三防办”，汇报部署防范
情况。

据了解，海口市12日启动“海鸥”防
范工作。13日对渔船回港、水库防险、
低洼地区居民等进行转移，对路桥、机场
等基础设施作全面检查。截至今天上午
8时，海口市转移的人数3100人，回港
船舶2464艘。当日，海口市领导已经带
领有关人员立刻赶赴演丰镇、三江镇和
三江农场指导防台风工作，转移并妥善
安置北港岛等居民。

三亚

15日上午，三亚市召开防御第15
号台风工作会议，三亚市副市长、市“三
防”指挥部指挥长周高明作出部署，要求
各单位高度重视防御台风“海鸥”工作，
海洋、海事等部门做好渔船、渔排、游艇、
施工船等各类船只及船上人员的防风工
作；大中型水库要做好科学调度，制定水
库调度预案，加强下游河道巡查，严禁捕
鱼、游泳等活动；旅游委要适时关闭景
区、景点，停止涉山、涉水娱乐项目。

儋州

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5

日，儋州召开市委十一届71次常委会，
再次就防御15号台风“海鸥”做紧急部
署。据了解，儋州及时将台风最新动态
向各镇及有关单位通报；截至9月15日
17时，全市4650艘渔船已经有4649艘
回港避风，还有1艘正在回港途中；水务
部门和相关镇政府对水库进行巡查，正
在除险加固施工的水库全部腾空库容，
并对春江水库提前预泄50个流量。

文昌

记者15日从文昌市“三防办”了解
到，全市各级学校从15日下午起停课。
并于15日20时前，群众全部转移到安
全地点。截至15日21时，文昌全市共
转移群众115263人，渔船回港2337艘。

琼海

15日记者从琼海市“三防办”获悉，
琼海渔船紧急回港避风。截至今晚8
时，琼海潭门港回港避风船只共829艘，
包括本港657艘，外港172艘。此外，琼
海在西沙作业渔船6艘共82人、南沙作
业渔船68艘共1040人，都已停靠至安
全避风场所。

五指山

15日上午，五指山市召开防风工作
会议，贯彻落实国家防总、省防总防御第
15号台风“海鸥”视频会议精神，明确各
部门职责，落实措施，全力做好防风工

作，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五指山市
已经关闭漂流等可能受台风影响的景
点、景区，停止高空、涉水、爬山旅游等活
动，确保游客安全。

定安

记者了解到，面对强台风“海鸥”，定
安县委、县政府15日要求各部门单位抽
调人员下驻联系点乡镇和村组，督促指
导防风工作。目前，定安400余干部全
部到位。

昌江

记者15日从昌江黎族自治县“三防
办”获悉，昌江已经全面启动第15号台
风“海鸥”的各项防御工作。今天下午
起，昌江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已经
停课，9月16日放假一天；昌江全县714
艘渔船今天中午全部接到通知回港避
风，目前所有渔民和渔排作业人员全部
上岸避险；昌江所有旅游景区均已关闭。

乐东

为了防御今年第 15 号台风“海
鸥”，乐东黎族自治县“三防”指挥部决
定15日8时起启动防台风III级应急响
应。目前乐东全部渔船已经回港避
风。乐东要求各镇要切实关注台风降
雨情况及昌化江、望楼河等10条江河
洪水情况，及时做好群众的安全转移
工作。

陵水

15日，陵水黎族自治县启动III级
应急响应，预防即将到来的“海鸥”。陵
水县要求各沿海乡镇、海洋与渔业局抓
好渔船渔排防风安全工作，对渔船进港
避风情况要进一步核实，做到不漏一艘
船、不留死角。截至下午 5 时，全县
1870艘渔船已全部回港，分别停靠陵水
县新村、黎安、赤岭、水口以及省内其他
市县等10多个港口。

琼中

15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召开防
范今年第15号台风“海鸥”视频会议，要
求做好安全生产的防范工作，强化危险
区域的巡查，落实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
流洪水和农业生产安全保障等措施。

白沙

15日，白沙黎族自治县启动一级预
案，从多方面防范台风：县四套班子成员
赴各自所联系的乡镇，靠前指挥；各乡镇
实行24小时值班制；已通知全县中小学
和幼儿园在台风期间放假；县民政部门
准备了部分救灾物资；县交通、电力、通
信部门分别组建了应急分队，随时待命
抢修；全县既有的中型水库已经按计划
泄洪。截至记者发稿时，全县已转移居
住在低洼地、泥石流易发地和危房人口
2000多人。

保亭

15日上午，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召
开防风工作会议，受第15号台风“海鸥”
影响，保亭16日白天到夜间，将有明显降
雨天气过程，预计过程降雨量可达80-
150毫米。保亭“三防”指挥部决定于15
日22时起，将防台风III级应急响应提升
为II级应急响应。

万宁

15日12时，万宁市“三防”指挥部
启动了防台风IV级应急响应，17时上
升为III级响应，要求各相关单位按职责
分工做好应急处置工作。14日以来，万
宁市农业部门已组织群众抢收水稻和瓜
菜逾6万亩；未能及时抢收的，已积极做
好防水排涝工作。15日下午，市教育局
发出通知，要求全市学校、幼儿园16日
停课1天。

临高

记者从临高县获悉，为进一步防御
第15号台风“海鸥”，15日，临高已全面
部署，要求落实5个100%，以确保打赢
抗击台风这一仗。截至15日晚8时，临
高全县共计转移撤离人员20192人，其
中危房转移 162 人、渔船上岸人员
19436人、海上养殖人员488人；全县
4301艘渔船已全部进港避风。

（综合本报记者来稿）

我省各地紧急应对台风“海鸥”

本报海口9月15日讯（记者金昌
波 陈蔚林 邓海宁 通讯员刘平）面对台
风“海鸥”来袭，我省各地将群众生命安
全放在首位，据省“三防办”初步统计，截
至 15 日 18 时，全省转移安置群众
25.6622万人。海口、文昌等防台风工作
重点区域分别转移群众3100人、11.52
万余人，白沙等市县也将住在危险地带
的群众进行转移。

“已经全部上船了吧？好的，出发。”
随着15日晚上8时50分最后一艘运输
船驶离北港岛，海口市防台风工作重点
区域的美兰区演丰镇北港岛常住居民
1340人终于全部转移安置完毕。

由于今年第15号台风“海鸥”来袭，
海口市提前72小时启动了应急预案，北
港岛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脆弱的防
风能力，成为了海口市委市政府关注的
重点对象，工作小组早在两天之前就已
经进驻北港岛，进村挨家挨户地动员和
协助村民转移。

晚上9时，文昌市翁田镇政府里电话
声此起彼伏，留守岗位的镇干部郑有生一
边留意网络上实时更新的卫星云图，一边
向驻守村庄的干部传递情况，用一部手机
架起了市县、乡镇与村庄之间的通信桥梁。

此时此刻，翁田镇的各个村庄里还
有来自文昌市、翁田镇的各级驻点干部

90 余人在与各村委会的干部一起忙
碌。由于翁田镇还未从超强台风“威马
逊”的阴影中走出，大部分受损房屋还未
得到完全修复，驻点干部从昨天下午开
始走村入户，对每家每户进行转移排查，
力求让每一位村民得到妥善安置，杜绝
村民被转移后又重返危险地带。

在一片暂时停电造成的黑暗中，灯光
明亮的翁田镇龙马中心小学格外醒目。
远远地就能看见镇干部詹金艳在一间教
室门口焦急守望。除了已经安置进来的
十几名村民，还有一批村民和物资正在赶
来的路上。宽敞干净的教室里，桌椅板凳
拼凑起来，乒乓球桌放在地上，铺好薄薄

的凉席就成了避灾村民临时的“床”。
“虽然不是本地人，但当地政府第一

时间就想到了我们。住的、吃的、用的，
一点也没少给。”教室里，从湖北来海南
务工的谌浩、王小传说。

今天上午9时，文昌铺前镇决定，要
在台风“海鸥”来临前，将全镇孤寡、渔民
及危房住户全部转移到安全位置。上午
10时，镇干部来到独居的80岁叶阿婆
家中，“阿婆，台风要来了，比较大，我们
想送您到镇子上的中心小学避风，这里
不安全。”下午4时，干部们帮助老人带
上衣服和床单，叶阿婆跟着他们登上了
汽车。

铺前村是全镇转移速度最快的一
个，到晚上6时，铺前村所有需转移人
群都安全抵达镇中心小学的安置点。
但并不是所有村的转移工作都非常
顺利。

“铺前镇的干部真不错，我们不上
车，他们就一家一家地劝。”经过三个小
时的苦劝，村民们开始陆续等车撤离。
杨有同是村中最后一位撤离的，他告诉
记者说，“我开始觉得这次台风没那么严
重，就不想转移，他们就隔着我家窗户跟
我讲话，我看到那个干部衣服都被雨打
湿了，不忍心再坚持下去。”就这样，这一
家三口终于登上汽车撤离危房。

将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截至15日18时

全省转移安置群众25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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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15日讯（记者侯小
健 通讯员尹建军）今年第15号台风

“海鸥”正逼近琼岛，鉴于台风带来的暴
雨将有可能诱发地质灾害，省国土环境
资源厅和省气象局今天共同发布地质
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提醒有关市县防治
地质灾害，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根据省气象台前期降雨实况和未

来24小时降雨预报数据分析，预计未
来24小时内，在五指山、保亭、琼中、万
宁、陵水、白沙及昌江中南部降雨诱发
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三级风险预
警。

另悉，省国土环境资源厅今天下
发关于做好台风“海鸥”可能引发地质
灾害防治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市

县国土部门采取措施做好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一是开展雨前排查、雨中巡查、
雨后核查的“三查”工作。做好暴雨可
能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突发性地
质灾害的预防，尤其是做好隐患点的群
测群防、预警预报等有关工作；二是加
强应急值守，及时掌握灾情、险情，做好
日报、速报等地质灾害信息报送工作；

三是加强对矿山生产安全检查，尤其是
对尾矿库要逐个进行排查，避免由于暴
雨造成尾矿库溃坝形成泥石流地质灾
害，做到防患于未然；四是做好应急处
置工作。接到险情、灾情报告时，要第
一时间赶赴现场，指导做好抢险救灾工
作，并及时上报市县政府和省国土环境
资源厅。

我省发布地质灾害三级预警
四措施防治地质灾害

本报海口9月15日讯（记者郭景水 特约记
者韩小雨）超强台风“威马逊”到来时，位于海口桂
林洋大学城的高校、中职学校受损严重。今天，面
对台风“海鸥”来袭，副省长王路赶赴海口桂林洋
大学城，检查指导学校的防风准备工作。

在实地查看了海口经济学院的恢复以及防台
风的准备工作之后，王路在海南师范大学桂林洋
校区主持召开了省内部分高校、中职学校防台风
部署会。王路要求，台风影响期间，全省学校的党
政负责人要在岗值班，要将防台风工作做实做细，
做好供电、供水、食堂供餐的应急预案，做好校园
排水、排污，特别注意教职工、学生的人身安全。

省教育厅强调，各学校要对台风期间留校学生逐
一摸底登记，每一幢有学生住校的宿舍楼都要安排老
师值守，做到台风期间留校学生一律不得外出。各学
校要认真抓好后勤保障工作，准备好充足的食物、饮
用水、柴油、手电筒、常用药品及有关工具等,以备急
需，确保留校学生在台风期间能吃上卫生可口的饭
菜，能喝上安全的饮用水，能有照明电源使用。

我省部署高校等防风工作

台风期间留校学生
一律不得外出

本报海口9月15日讯 （记者陈蔚林）台风
“海鸥”的脚步渐行渐近，而海南日报新媒体编辑
已经全员严阵以待，将以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多名
追风记者的强大报道力量为依托，以海南日报官
方微博、微信为平台，开展全程微直播，及时、全
面、准确地报道台风灾情和抗灾实况。

7月18日，超强台风“威马逊”直击海南。自7
月14日开始发布台风预告起，截至7月20日，由
海南日报官方微博主持的话题＃台风“威马逊”＃
阅读量超过1200万，逾8000人次参与讨论。在
台风登陆前后的7月18日15时至18时之间，海南
日报官方微博发稿频次达到每4分钟一条。而在
发稿中心忽然断网断电的情况下，海南日报新媒
体编辑用手机编辑和审核信息，于15时37分发出
台风登陆消息，成为发布登陆消息的首家媒体。

针对此次强台风“海鸥”，海南日报官方微博
已经在9月13日设置话题#台风海鸥袭来#。欲知
台风最新情况，可扫描以下二维码，关注海南日报
官方微博@海南日报和海南日报微信公众账号。

关注海报新媒体
台风消息早知道

渔船回港 9月15日中午，在海口长堤路旁边，一艘艘渔船进港靠岸避风。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省委宣传部、省文体
厅、省记协自即日起，受理新闻敲诈和假新闻
的案件线索举报。我们郑重承诺：严守保密
规定，对重要线索一查到底，定期通报受理查
处情况。

举报电话：12318（省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
队）、66810531（省记协），举报邮箱：hnxwjb@
163.com。

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 省记协
2014年5月24日

公 告

本报海口9月15日讯（记者梁振君
实习生程范念 林诗婷）省工信厅今天发出
紧急通知，敦促相关单位做好台风“海鸥”
期间电力、汽柴油、天然气等生产要素保供
工作，并全面排查隐患保障安全生产。

通知要求，各市县工信主管部门和
各产业园区管委会须及时启动应急预
案，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制定并启动
应对台风“海鸥”的专项预案，一方面与辖
区内电力、汽柴油、天然气供应单位做好
衔接，加强生产要素协调和信息沟通；另
一方面督促企业加强危险源管控，全面排
查安全隐患，落实安全防范措施，特别是
对易损厂房、易倒塌装备进行加固等防范
措施，确保生产安全，减少经济损失。

省工信厅：

全力保障
生产要素供应

本报海口9月15日讯（记者张惠宁）
为做好防范第15号台风“海鸥”带来的影响，
保持市场价格基本稳定，9月15日省物价局
紧急部署加强市场价格调控监管工作。

一是启动价格应急监测日报制度。
各级物价部门要加强价格监测预警，密切
关注市场价格动态，对倾向性、苗头性问
题及时采取应急处置措施；要积极做好蔬
菜、猪肉、蛋禽等重要农副产品市场供求
和价格信息发布工作，引导稳定市场预
期。二是加强市场价格巡查检查。各级
物价部门要重点加强集贸市场食品、副食
品等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巡查检查，严厉查
处经营者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等违法违规
行为。三是协调做好“菜篮子”产品的供
应。协调各市县和有关部门，做好“菜篮
子”产品的调剂和应急储备，保障重要“菜
篮子”产品能及时、安全投放市场。

省物价局：

加强市场价格
监管工作

9月15日上午，海口警备区组织50
多名现役官兵和民兵应急分队人员，把
行动不便的老人抬到安置点。

文/本报记者 武威
图/通讯员 张同贺 钟剑勇

◀上接A01版
将成为25年来第6个登陆或严重影响我省的强
台风。

据分析，“海鸥”具有6个特点：一是中心风力
强。预计“海鸥”登陆时强度可能达到强台风量
级，而历史同期大多为强热带风暴量级。二是台
风移速快。“海鸥”平均移速超过25公里每小时，
特别是进入南海海域后速度基本保持在每小时
30公里，明显快于15～20公里每小时的台风平
均移速。三是移动路径稳。四是影响范围广。五
是降雨强度大。六是海况较恶劣。

受“海鸥”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15日夜间到
18日白天：西沙和中沙群岛附近海面，西南风9-
10级，阵风11级；本岛临高、澄迈到万宁一带海
面，西北风7-8级，阵风9级，15日半夜起逐渐增
大到12-13级，阵风14-15级，其中“海鸥”中心
经过的附近海面旋转风14-15级；北部湾海面，
本岛东方、昌江到儋州一带海面，偏北风6级，阵
风7-8级，16日起转西南风10-12级，阵风13
级；以上地区沿海各港口所挂台风五号风球不改
变；本岛陵水、三亚到乐东一带海面，偏北风5-6
级，阵风7级，16日凌晨起转西南风9-10级，阵
风11级，以上地区沿海各港口所挂台风四号风球
不改变；南沙群岛附近海面，西南风8-9级，阵风
10级。

陆地方面，15日夜间到16日，本岛北部和西
部地区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过程雨量可达
200-300毫米，西部内陆的局地可达400-500毫
米；中部和东部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过程雨
量可达150-250毫米；南部地区有暴雨，过程雨
量可达80-150毫米。另外，本岛东部和北部陆
地将有12-13级、阵风14级的大风，北半部内陆
地区风力9-11级，其余陆地有7-8级大风。

由于“海鸥”最大可能在海南文昌到雷州半岛
一带沿海地区登陆，文昌、海口到昌江一带的西北
市县地区是防范的重点区域。省气象台特别提
醒，相关地区应当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
洪、地质灾害。

“海鸥”今日上午登陆

转移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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