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陆或严重影响我省的5个台风
编号 名称 强度 登陆点 时间

9116 未命名 45米/秒 陵水 1991年7月13日

0518 达维 55米/秒 万宁 2005年9月26日

1117 纳沙 42米/秒 文昌 2011年9月29日

1330 海燕 42米/秒 南部经过 2013年11月10日

1409 威马逊 60米/秒 文昌 2014年7月18日

本报海口9月15日讯（记者侯小
健 通讯员徐武）今年第 15号台风

“海鸥”正步步向琼岛逼近，海上风高
浪急。受此影响，琼州海峡所有客滚
船从15日13时起停航，进出岛旅客列
车停运，15日18时起，东环高铁动车
组停运，16日将继续停运。

记者从粤海铁公司获悉，受台风
影响，六趟进出岛旅客列车开行方案
将作以下调整：9月14、15日北京西开
T201次运行至广州站终止；9月15、
16日三亚开T202次改为9月16、17

日从广州站始发，同时广州-三亚间
T201次、T202次停运；9月14、15日长
沙开K407次运行至广州站终止，9月
15、16日海口开K1168/9次改为9月
16、17日从广州站始发。同时广州-海
口间K407次、K1168次停运；9月14、
15日成都东开K488/5次运行至塘口
后改为到湛江站终止，9月15、16日海
口开K486次改为9月16、17日从廉江
站始发。同时塘口-海口间K485次、
海口-廉江间K486次停运；9月14、15
日上海南开K511次运行至广州站终

止，9月15、16日海口开K512次改为9
月16、17日从广州站始发。同时广州-
海口间K511次、K512次停运；9月13、
14日哈尔滨开K1124/1次运行至广州
东站终止，9月15、16日海口开K1122/
3次改为9月16、17日从广州东站始
发。同时广州东-海口间K1124/1次、
K1122/3次停运；9月14、15日西安开
K1170/67次运行至广州站终止，9月
16、17日海口开K408次改为当日从广
州站始发。同时广州-海口间K1167
次、K408次停运。

琼州海峡停航 进出岛客列停运

东环高铁动车组昨起停运

战备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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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规范我省税收秩序，共建和

谐税收，海南省地方税务局欢迎社会各界

对税收违法行为进行检举。我们郑重承

诺：严守保密规定，对重要线索一查到底。

检举的税收违法行为经立案查实处理并依

法将税款收缴入库的，依照相关规定给予

奖励，检举奖金数额最高不超过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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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地方税务局

公 告

本报海口9月15日讯（记者郭景
水）记者今天从省教育厅获悉，为了做
好台风“海鸥”的防御工作，我省18个
市县（不含三沙市）的中小学、幼儿园
以及海南中学、国兴中学、农垦中学、
海师附中等省属中学 9 月 16 日停

课。海南师范大学、海口经济学院、海
南职业技术学院、海南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琼台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海南外
国语职业学院等6所高校9月16日停
课，海南大学 9 月 16 日下午停课半
天。另外，海口地区的中职学校 9月

16日也停课。
省教育厅要求，要进一步强化安

全责任制，各地各校一把手要对防风
工作负总责，将防风工作任务分解至
各部门，责任落实至个人，督促各自履
行职责，扎扎实实抓好各项防范工

作。对防风工作不力、组织指挥不当、
履行职责不到位，造成重特大安全事
故的，要严肃追究有关领导和直接责
任人责任。

省教育厅要求，认真落实防风值班
制度和信息报告制度。要保证台风期

间的信息畅通，及时上报灾情和突发性
事件等信息。一旦发现险情，要及时组
织力量妥善处理，并严格执行即发即报
制度，第一时间向当地党委政府和上级
有关部门上报信息，不得瞒报、迟报、漏
报、谎报。

全省18个市县中小学今日停课
海师大等7所高校今日也停课

本报海口 9 月 15 日讯 （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张翼）记者今天从海口
美兰国际机场获悉，因受台风“海
鸥”影响，截至今晚 20时 30 分，该机
场当日取消航班 35 架次，旅客已提
前改签，目前无滞留旅客。16 日航
班将取消 72 架次，后续将根据天气
情况继续调整航班计划，请旅客关注
实时发布的航班动态，如有疑问可拨
打美兰机场客服热线 089865760114
进行咨询。

美兰机场今天
取消72个航班
旅客可拨打089865760114
咨询

本报海口9月15日讯（记者杨春虹）第15号台
风“海鸥”逼近，我省积极做好部署确保在琼游客安
全。海南日报记者今天从省旅游委获悉，从13日起
已陆续下发通知要求各旅游企业做好防风工作，确保
旅游安全，并做好在琼旅游游客的安全保障工作。

《海南省旅游委旅游防台风应急预案》要求，
各市县旅游委（局）要成立防台风旅游应急领导小
组，要从9月15起到9月20日，建立24小时值班
制度，确定值班人员，随时处置各种突发事件。要
保证信息通畅，及时将防台风信息通知到辖区内
的景区、酒店、旅行社等所有旅游企业。

要求各市县旅游委（局）按照属地管理职责，指
导督促当地企业做好应急工作。包括要按照对旅
游安全的相关规定，要求旅行社在台风过境前5小
时停止旅游活动，导游人员做好对游客的安全提示
工作，对已安排的旅游接待计划，要向游客做好解
释说明，及时调整行程计划，遇到危险情况要及时
组织游客安全转移等。

我省积极做好旅游市场防风工作

台风过境前5小时
停止旅游活动

本报海口9月15日讯（记者梁振
君 通讯员韩海光 代进 卢传隆）记者
今晚从海南电网公司了解到，该公司9
月15日下午启动防风防汛Ⅱ级响应，
全员进入紧急状态，做好迎击“海鸥”的
各项准备，尽可能把影响控制至最小。

海南省针对电力设施的特殊巡查
工作已全面铺开，对于台风可能带来强
降水，海南电网特别着重检查低洼变电
站、配电房等场所排水设施，防止发生

内涝或水浸，影响输电线路运行安全。
此外，海南电网按照“大物资库存、

多渠道配送”准备物资，全省储备应急
物资共计约2738万元，组建应急队伍
229支共6961人，储备应急装备主要
包括应急发电车8辆，UPS车6辆，磁飞
轮车1辆、发电机425台，升降式应急
照明灯255台、抽水机115台和个人防
护用品等装备。

全省可能发生水淹（地势较低）的

小区约560个，目前海南电网已部署各
供电局对管辖区域内的物业公司、小区
客户通过书面或短信形式发出温馨提
示，要求做好防止配电房进水的工作。

海南电网客服中心负责人表示，
台风期间海南电网95598客服热线保
持24小时开通，用户可随时咨询用电
相关情况；同时提醒广大用户注意安
全用电，如遇断线、设备毁坏等情况，
请及时拨打95598，勿随意触碰。

海南电网启动防风防汛Ⅱ级响应
严排查、储物资，95598客服热线24小时开通

本报三亚9月15日电（记者林容
宇）记者从三亚供电局应急指挥中心获
悉，今天下午2时30分，该局已启动Ⅱ
级应急响应，并全面落实防御台风“海
鸥”工作。

为备战台风“海鸥”可能对三亚电网
造成的破坏，确保及时抢修恢复送电，目
前三亚供电局已组织内部抢修队22支，
共180人，43辆抢修车、3辆应急发电
车、1辆电源车及14台应急发电机处于
待命状态。

三亚供电局
组织22支抢修队

本报海口9月15日讯（记者
张谯星 通讯员佘正斌 特约记者杨
瑞明）记者今天获悉，武警海南省总

队迅速启动防台风工作预案，做好抢险救援
准备，确保遇有情况能拉得出、救得下。

针对“海鸥”发展快、风力强、影响广
的特点，武警海南总队结合抗击“威马
逊”的经验和不足，进一步完善防风预
案，并积极检修装备器材，补充救灾物
资，加强抢险救灾演练，落实各项保障，
充分做好了防台救灾各项准备。

武警海南总队
做好抢险救援准备

本报海口9月15日讯（记者
范南虹 实习生周清 通讯员王剑）
昨天，省减灾委员会、省民政厅

针对“海鸥”台风启动预警响应，今天又
再派出5个工作组赴市县指导备灾救
灾工作，全力备战“海鸥”。

9月14日，省减灾委员会、省民政
厅发出《启动省救灾预警响应做好台风

“海鸥”防范应对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
各市县民政局提前做好备灾救灾工作。

五工作组赴市县
指导备灾救灾

本报海口9月15日讯（记者
李关平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讯员
陈炜森）今天，省公安厅、省公安消

防总队、海口市公安局全面启动抗击台风
动员部署。

今日上午省公安厅向全省公安消
防部队配发了价值150万元的抗风救灾
应急救援装备。

省长助理、省公安厅厅长李富林做
出指示，要求全省公安机关和全体民
警、公安现役部队官兵要24小时坚守岗
位，确保警令政令畅通，提前做好防风
工作，有备无患，全力以赴做好抗风抢
险准备，为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尽职尽责。

省公安消防总队召开抗击台风动
员部署会，2000多名消防官兵将“闻风
而动”，从15日10时起进入二级战备，
全面启动了台风救援准备工作。

海口警方专门成立了18支共1500
余人的应急救援队伍，做好防御强台风
灾害和应急处置工作。

据了解，海口警方成立防御台风指
挥部，要求应急队伍备好车辆、冲锋舟、
破拆工具等防风抗汛物资，听从指挥，
快速出动紧急救援。

省公安消防部队
获配发抗风救灾装备

公
安

本报海口9月15日讯（记者侯小健 通讯
员邢晓莉）台风“海鸥”即将来袭，省公路管理局
及时成立了6个工作小组，全面部署道路、桥梁隐
患排查工作。该局负责人表示，全省公路系统严
阵以待，各单位主要领导将随时带队奔赴公路一
线靠前指挥防汛抢险救灾。

今天上午，该局召开局长办公会议，研究部署
今年第15号台风“海鸥”防汛抢险工作。该局决定
成立台风“海鸥”防汛抢险工作领导小组，下设防汛
办公室、现场督导组、后勤保障组、外围关系协调
组、安全保障组、宣传报道组等6个工作小组。并启
动《海南省公路管理局公路突发性事件应急预案》，
要求各单位实行24小时领导值班制，各单位主要
领导须带队奔赴公路一线靠前指挥防汛抢险救灾
工作，切实做到设备、物资、人员三到位。同时，对
本单位的各类抢险机械车况进行全面检查，及时补
充燃油。要求各单位全面排查公路路基、桥隧、施
工工地等安全隐患，落实防风措施。对“威马逊”
摧毁的路基、桥涵等水毁点，未实施砌体永久修复
的路基、桥头引道，立即采取加固措施，对易积水路
段进行全面排查，积极采取措施解决。

省公路管理局成立6个工作小组

全面排查路桥安全隐患

本报海口9月15日讯（记者李关平 特约记
者周平虎）今日，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启动恶劣天
气条件道路交通安全应急预案，要求各地交警加
强路面巡逻管控，特别加强积水路段和路口管
控，做好道路交通应急准备，全力应对台风天气
对道路交通安全造成的影响。

交警提醒：台风期间出行，能见度低、路况
差，增加了驾乘隐患，给安全行车造成很多不
利。交警部门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台风天气尽
量减少开车出行，特别是夜晚和台风过境之时。

海南交警提醒市民：

台风期间减少出行

本报海口9月15日讯（记
者梁振君 通讯员卢雅楠 实习生
林诗婷 程范念）今天上午，海南

农垦参加完国家防总召开的防御第15
号台风“海鸥”异地视频会商会后，立即
对防风工作进行了部署。

会上，省农垦总局农场经济发展处负
责人作出防风安排，并决定成立5个工作
组，分别派到东昌、红明、南海、金鸡岭、红
华等农场，落实防风工作，保障职工群众
安全转移；各成员单位按照防风预案的要
求，做好防风准备，确保台风期间水、电、
通讯系统、网络设备等正常运行。

海南农垦抢险队
随时待命

本报海口9月15日讯（记
者单憬岗）作为响应海口市委市
政府关于发动社会各界力量，积
极开展自救、互救行动的号召，

为应对“海鸥”台风，9月14日晚我省多
家义工、志愿者组织紧急会晤，宣告成立

“海南应急救援联盟”，将在台风期间实
施针对遇险人员的紧急救援，在台风过
后参与各项灾后救援。

海南应急救援联盟成立
本报海口 9月 15日讯 （记者刘

贡）9月15日下午16时30分，海南省
气象台召开今年第15号台风“海鸥”新
闻发布会，省气象台台长蔡亲波解析了

“海鸥”的特点，认为其具有移动速度
快，路径稳定，到近海之后快速加强，与
季风结合雨量大等特征。

蔡亲波介绍，由于引导气流清晰，
“海鸥”生成后，一直稳定地向西偏北方
向移动，将先后在粤琼沿海，以及中越
交界附近到越南北部一带沿海登陆。

“海鸥”移动速度较快，有20～25

公里/小时。进入南海后，速度又提升
至30公里/小时左右。而一般进入南
海的台风平均速度为15公里/小时，

“海鸥”的移动速度快近2倍。
“海鸥”登陆粤琼沿海时的强度可达

强台风级（14～15级），略逊于今年第9
号台风“威马逊”。

“海鸥”与“威马逊”相比，虽然强度略
逊，但路径相同，且降雨量要超过“威马
逊”。蔡亲波统计，25年来登陆或严重
影响我省的强台风中，仅有5个台风可
与“海鸥”匹敌。

速度快、路径稳、雨量大，专家指出——

25年来，海南仅5台风可与“海鸥”匹敌

本报海口9月15日讯（记者陈怡）海南保监
局通报，应对台风“海鸥”，我省保险行业协会已对
经常性受水浸泡的车库制定应对措施，要求保险
公司参照行业协会在“威马逊”承诺的相关内容执
行，为客户方提供便快捷的保险理赔体验。

今天，我省多家保险公司纷纷派出工作人员，
对本年度保险责任尚未结束的企财险、建工险、安
工险标的做好事先的检查及防灾防损提醒工作。
同时，保险公司确保全国统一理赔服务电话和本
公司理赔服务电话畅通，并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公布理赔人员联系电话、在客户出险较为集中的
地区设立临时理赔受理点、主动上门为客户提供
服务等方式接受出险报案。

出险较多的地方
将增设保险临时受理点

9月15日，海口市龙昆北路，海口市园林绿化工
作人员在修剪树枝。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9月15日上午，海口市海甸五西路一加油站，市民在排队等
待加油。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9月15日，在海口一家超市，市民“储粮”来应战今年第15号
台风“海鸥”来袭。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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