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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停工停课，多渠道辟谣

信息发布及时了
市民心中有底了

8月18日，“威马逊”超强台风过后
1个月，当记者来到位于海口美兰区三
江镇的海口炎龙食用菌科技有限公司
时，因遭台风严重破坏，主厂房倒塌过
半，其他厂房几乎被完全摧毁，整个厂
区仍处于停工状态，冷库房内的出菇菌
包和培养菌包散落一地，发出恶臭。而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9月17日“海
鸥”台风过后第二天，炎龙公司就恢复
生产了。

“‘海鸥’要来时，区里、镇里、农业
局、工商联提前四五天就通知了，让我
们提前做好了各项准备，这是我们第二
次台风受损失很小的根本原因。”比较
两次台风中自己企业所遭受的损失差
异，炎龙公司负责人江亚勇颇有感慨。

现代气象科技虽然不能控制自然
灾害的发生，却为防灾减灾预留了时
间。台风预警发布，这是城市防灾避灾
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城市防灾减灾工作
中的首要职责和任务。

“威马逊”台风过后，海口市有关部
门曾拿出一份报告，对防御工作进行了
深入总结和思考。

“在强台风暴雨来临应提前通知放
假停工、停课。”该部门相关负责人说，
由于正常上班，以至大量车辆人员被困
下班路上，不仅造成不必要损失，还严
重影响救灾车辆通行。而每次台风过
后，广告牌等高空设置物成了夺命杀
手，必须引起足够重视。

“海口三防指挥部决定全市中小学
校9月17日再放假一天。”“截至16日
17点30分，海口市内积水情况如下：1、
龙华路往龙昆北方向深50cm；2、丘海
大道海瑞桥深30cm……建议车辆绕行
……”“‘海口市防台办消息：1个小时后
全市停电，2个小时后由于天文大潮海
口将大面积的海水倒灌’为不实消息。”

类似提示在9月16日当天，不断地
通过各种传播途径滚动发布，让很多被
风雨困住的市民对于外界情况了然于
心。虽然有网友调侃说“海鸥”把海口
变成了“威尼斯水城”，但却少见过去台
风那样抱怨连连。

海口市民梁定军说：“信息发布及
时了，老百姓知道台风来时政府在干
嘛，也就会多一些理解了。”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刘霞在公共危
机和应急管理方面颇有造诣，她认为，
虽然海口的台风预警发布能力大幅提
升，但信息快速发布传播机制不完善的
问题依旧存在。

刘霞认为，应在城市应急管理体系
框架下，依托气象局工作资源，规范发
布、信息共享，设立城市突发事件预警
信息发布中心，整合广播、电视、报刊、
互联网、微博、短信、微信等信息发布渠
道，设立预警发布系统，落实手机全网、
精确发布和电视广播即时插播制度。
气象、海洋、水务、农业、交通、卫生、食
品、市政市容等各相关部门应做好与城
市预警发布中心系统的衔接。

台风应急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如
何在预警信息发布环节实现及时、有
效？专家建议，可以借鉴学习国外的一
些先进经验。

比如，2012年美国国家天气服务局
推出“无线紧急预警系统”，不再大区域
盲目群发，而是根据恶劣天气通过的路
径来确定可能受影响的人群，精确发送
信息。日本则建立了“紧急特别报道机
制”，有着灾害报道的周密实施细则。
如发生6级以上台风时，电视台、电台就
会立刻中断正在播出的节目，发出警报
声的同时转入速报播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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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琼山区旧州镇有两个农民合作
社，旧州冯坡肚蔬菜基地和家宜农民合
作社，一起收到了来自农业局和镇上的
提醒，“各大棚业主要对大棚进行加固
及卸膜，准备多把长柄镰刀，判断台风
过大时果断割膜”。冯坡肚社及时将大
棚加固并将棚膜收起捆好，因此“海鸥”
中大棚几乎毫发无损。而家宜社则由
于事先不捆膜，台风大时又舍不得割
膜，让“威马逊”过后花费90多万元重建
的大棚又化为乌有。这让家宜社负责
人许仕英懊恼不已。

曾参与过防台风预案编制的福建
水利研究院高工许必朝认为，如何让农
民包括农民合作社、农企更配合政府的
抗台风安排，按照《总预案》来自觉科学
抗台风，这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只
有让《总预案》和各级子预案在经历一
次次台风中不断完善，从而效力不断提
升，在普通民众中的威信度才能提升。”

许必朝同时认为，与国内其他地方
一样，海口防台风最前沿的是乡、村，越
是末端的应急预案越需加强。

“在执行预案过程中，我们发现预
案还有需要完善之处。”市水务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由于时间太短，该局的子
预案还不够细化。例如，子预案中要求

“掌握海口市小（Ⅱ）型水库及以上水库
进出流量情况，根据蓄水情况督促落实
水库、南渡江预泄预排工作”。但在实
际操作中，由于海口水库体制改革尚未
全部完成，部分水库的合同还没清理
完，因此应对台风需泄洪调度时，个别
水库承包者以水库养鱼为由，不同意开
闸放水，影响了防洪调度。“一旦台风中
因为雨量过大发生垮坝事件，后果不堪
设想！”

市三防办有关负责人坦承，毕竟从
“威马逊”到“海鸥”才不过2个月，大部
分时间留给了《总预案》的编制，而子预
案的编制必须根据《总预案》来进行。
因此，各级子预案的编制时间过短，存
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尤其是细则
的推敲与具体落实上。

市三防办有关负责人表示，虽然首
次启动《总预案》让这次抗击“海鸥”台
风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应清楚认识到，
毕竟这次台风的风级只有13级，尚未达
到强台风级别。“我们要不断根据实际
情况修正并提升《总预案》，并不断进行
练兵，为迎接下一次强台风做好充分准
备！”

（本报海口9月23日讯）

海口强台风预案的首次应考
■ 本报记者 单憬岗

短短两个月时间里，海口连续遭遇两次较大台风袭击。风大的“威马逊”，潮高的“海鸥”——两场台风，却刮出两种不一样
的“风景”。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海鸥”台风期间，海口首次启动了“威马逊”过后出台的《海口市防御强台风应急总预案》（以下简称
《总预案》）。由于防台预案执行总体到位，海口市民不再像“威马逊”来临时那样手忙脚乱，早早收到预警信息后，不少人都放假
在家，该储备的粮食充足了，该加的油早加满了；作为防灾减灾的主导力量，政府相关部门这次应对也更加从容，各有分工的应
急小组早就做好了防范措施，该砍的树枝砍了，该加固的建筑物补牢了。

然而，首次启动的《总预案》难免仍有不少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预警信息发布还需更快更有针对性；政府部门应急小组
分工还需进一步明确，职能部门职责也需理顺；针对部分市民、农民防范意识不强，预案的执行还需加强力度，避免出现“预而不
警”的尴尬。

海口市绿化管理所园林工人郭山峰依然记得
“海鸥”台风前后自己度过的“马不停蹄的5天”。

“我们这次是按《总预案》来修剪的。”郭山
峰说，这次修剪并非将所有树木都“剃光头”，而
是对部分树枝低垂、树叶通透性不佳、枯枝、病
虫枝进行疏枝修剪，“这样可有效降低风阻，又
能保留一定树荫。”

作为市园林绿化应急小组的一员，当晚他
就和同伴们集中住宿，15日8时前全部进入预
定任务位置，随时为道路清障；并对高压走廊进
行应急修剪，昼夜奋战，对70条路段影响到105
条供电线路的树木进行全面应急修剪，确保了
用电安全，减少树木倒伏受损。“海鸥”过后，市、
区园林应急队伍立即投入行动，17日8时前城
市道路恢复正常秩序，街面树枝树叶清理完毕，
18日18时前所有倒伏树木扶正加固完毕。

这种应急小组不仅园林部分独有，也不仅
是市级单位才有。19日下午，在龙泉镇五一村
委会前的广场上，1个小圆桌旁挤满了村民，几
个“白大褂”正在人群中央忙碌着。村民陈世和
手里拿着几袋治疗小孩感冒的药品心满意足地
走出来，见到记者问起就高兴地说：“台风后医
生们来第二次了。”

镇卫生院院长吴效雄说，该院组建了15个
医疗卫生应急小组，台风后全部派驻该镇的所
有村委会，消毒和医疗救助两不误。

组建应急小组，是《总预案》的又一突出特
色，这些应急小组涵盖了道路交通、市政市容、通
讯、供电供水、供油供气、民政救助、医疗卫生、治
安、社会动员与信息发布、灾后恢复重建等抗台
救灾的各方面，分别由市领导亲自担任组长。他
们平时加强演练，相当于“抗台风预备役部队”。

“防御‘海鸥’台风是对《总预案》的实战检
验，实践证明是科学的、有效的、可行的。”市三
防办有关负责人认为，但也暴露了《总预案》的
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各个板块如十一个工作
组之间的互联互通、工作协调还未理顺，责任还
不够明确，应对强台风的可操作性还需提高。

仅从信息共享机制来看，军事、气象、海洋、
水文及渔政等部门的监测设施建设各有侧重，
监测资料详尽程度不同。而充分利用各相关资
料，有利于提高测报精度，但目前海口各相关部
门共享机制还不完善，共享程度不高。

即使在一个部门内部，也会出现协同性不
好的情况。市水务局有关负责人说，“海鸥”期
间出现了一些多头统计、多头收集，造成数据统
计偏差、重复、不统一。这是因为该局各处室分
管不同类型的水利工程和行业，台风过后要分
别向多个部门报送数据，包括市政府、三防办等
诸多需要数据的职能部门。

9月16日傍晚，“海鸥”台风刚过，海甸岛市
政花园小区里，小孩在嬉戏，大人在散步，很难
看出这里刚遭台风“海鸥”肆虐。

“威马逊”时市政花园却是受灾最重的小
区。小区物业经理张淑勇描述说：“地下室大量
积水，光抽水就花了3天，配电和发电设备都被
淹坏，停水停电，业主叫苦连天。”

“海鸥”的海水倒灌更胜于“威马逊”，但台
风过后小区居民却松了口气，因为事先准备的
几道防水屏障将积水全都挡在了地下车库外，
配电房毫发无损。张淑勇说：“12日我们就接到
了政府通知，要求小区采取措施防御台风‘海
鸥’，所以就提前做好了准备。”

有关专家认为，虽然“海鸥”台风过后城区
恢复供电较快，但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必须从
城市布局和规划的高度来考虑整体的防风效
果，这样才能根本解决水、电、气、路等基础设施
防风能力脆弱的问题。

长期关注台风的天津大学教授曾坚认为，
海南岛50%的台风是由琼东北登陆经琼北出
岛，海口集结着大量高层建筑与全岛性主导工
业，防风条件十分恶劣。受台风影响，海口不宜
建过多高层建筑，宜控制在16-20层，“在城市
建设的过程中，通过布局及建筑细部的设计，创
造出灾时避风、平时通风的风环境。”

他表示，城市市政管网设施廊道是“城市生
命线”，各种设施管线和城市供应系统布置其
间。但日常生活中，海口占压设施廊道的情况
很常见，台风时不利于设施抢修。应加强对设
施廊道的管理，完善城市市政设施及其管网布
置，对旧有管网进行新一轮改造，尽可能在地下
铺设，最终形成层级明确，主次分明的城市市政
管网系统。

出于防台风考虑，海口的城市道路设计也
必须考虑周全。

“海口是旅游城市，对车辆数量和城市尺度
要有考虑，主干道应在20米左右，作为台风时的
第一级救灾通道。”曾坚表示，海口应比无台风
城市更强化主干道不许停车的规定，规范平时
秩序，并为路段封闭做好预案，以满足灾时管制
的要求；可稍微加宽应急通道，为灾时滞水留有
余地。同时，主干道也是各类主要市政管线的
主要通道，由于海口地下水位偏高，降水多，管
道井的防水及排水标准应高于内陆城市，必要
时可以高出路面，最大限度做到不积水。

“指挥部，民间义务救援队全部完成任务，
水位已开始下降，我们准备退回待命。”16日16
点，民间义务救援队负责人网友“石头”通过海
南应急救援联盟的微信平台发来信息，汇报救
援一线最新情况。从早上7点开始，石头和他的
13名队员已和台风连续战斗8个小时。

“那天新埠岛横沟村最高水位没胸，海水倒
灌6公里长，垃圾和带钉的木板满村漂，道路狭
小还有暗沟。”但“石头”们没有畏惧，在证实有
老人小孩孕妇及残障人士后，他们携个人装备
及橡皮艇徒步涉水奔跑约5公里迅速救援，共安
全转移受困村民20多人，包括孕妇、残障人士和
老人小孩。“我们响应政府号召，不求回报，只希
望在群众生命受威胁时用我们的救援知识来帮
助更多的人。”

海口市市长倪强在审议《总预案》时曾反
复强调，抗击台风、尤其是强台风，仅仅靠政府
的力量是不够的，应该全社会总动员。因此，

“海鸥”台风中志愿者的行动更多的是响应政府
号召的有组织行动，在市委宣传部、文明办等单
位的组织下，海口的志愿者、义工们纷纷走上街
头，成为抗击台风的一份子。这与“威马逊”超
强台风开始阶段志愿者的几乎完全自发行动形
成鲜明对比。

经历“威马逊”和“海鸥”台风之后，海口的
志愿者力量迅速成长，这对于我省各级政府来
说是一种新鲜潮流。但目前这些志愿者还只是
临时的志愿者网络，由于组织性不强，未能形成
有效的网络体系，不能发挥出最大效力。他们
如潮水般来，又如潮水般去，对组织、协调志愿
者的机构或组织提出了挑战。

在“海鸥”台风中，志愿者自身有效组织不
足依然是通病。很多公益社团缺乏资金链条的
支持，社团成员往往仅凭一腔热情，但这股热情
的持久与否直接关系到社团的生命长短。台风
中，有时需要资金解决物资购买、运输，新社团
往往通过个人人脉和他人热心解决一两次，但
社团长期发展后，还是需要稳定的资金支撑，不
能单靠成员捐款。

在更深层面，志愿行动并无时空限制，志愿
者也非救灾时的“专利”。在香港，1/5的居民是
义工，人数达200万，香港大街小巷、地铁口到处
活跃着志愿者身影；美国三四成国民都是志愿
者，志愿服务成为许多人的终身追求……

专家认为，这样的社会愿景，要靠义工组
织、普通市民的付出，更要靠政府的扶持。政府
要进一步构筑起双方互动、互信的良好机制，主
导构建一个志愿者网络，灾时灾后都能形成长
效、及时的交流沟通。同时，政府要加快审批流
程，降低硬性标准，鼓励公益社团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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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只是“一阵风”

1155
一些农户不按要求科学抗风

防风预案
还需更深入民心

9月 15日，在海口一家超市，市民
“储粮”应战台风“海鸥”来袭。

本报记者 张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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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受台风“海鸥”影响，
海口一家幼儿园的孩子被家长接回家。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9月15日，台风“海鸥”来袭前，海口市园林绿化工人在龙昆北路修剪树枝。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与“威马逊”相比，海口应对“海鸥”时更加从容有序，
但预警效率、应急分工、预案执行等方面仍有待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