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万城6月23日电（记者蔡倩
通讯员黄良策）今天，记者从万宁市三防
办了解到，“鲸鱼”给万宁各镇房屋、水产
养殖、农业生产等方面带来不同程度的
损失，据初步统计，受灾人口5.6万人，房
屋受损128间，转移人员2.4万人。

今天凌晨，东澳镇神州半岛701工
地、金东海工地工棚倒塌，工棚内共有

28人，万宁市委常委、公安局长文海带
领50名特警前往救援，最终被困人员
全部获救。受台风直接登陆的影响，和
乐镇小海地区渔排受损严重，和乐镇政
府派出工作组赶往现场实施救援行动
和指导渔民做好防风避险工作。

今天清晨，万宁市城管局出动园
林、市政、执法、环卫等人员和高臂车、

路灯车等设备，清理街道上被大风吹倒
的树木，修复损坏的路灯；共青团万宁
市委组织志愿者参加到路面清扫工作；
万宁市供电局派出29支队伍共计618
人投入供电抢修，截至今晚8时已成功
恢复11条线路正常供电，由于海边风
力较大，出于人身安全考虑还未投入人
力抢修沿海地带的13条线路，未恢复

供电线路预计明后天全部正常供电。
为了做好台风过后的灾后重建和

恢复生产工作，23日，万宁市委市政府
成立救灾指挥部，组织干部下乡开展救
灾和生产自救工作，市领导分别到各灾
区看望群众，了解灾情，指挥抗风救灾
和生产自救工作，将帐蓬及其他救灾物
资送到受灾地区。

本报三亚6月23日电（记者苏庆
明 李科洲）受台风“鲸鱼”影响，在人工
增雨助力下，6月22日晚至6月23日早
上，三亚市降起暴雨到特大暴雨，为全
市水库增加了大量蓄水。结合此前的
抗旱成效，在今天下午三亚市三防办组
织召开的媒体通气会上，三亚市副市长

李劲松表示，，三亚农业旱情基本解除，
城市供水严峻形势得到缓解，解除城市
供水三级应急响应。

利用“鲸鱼”来临时机，22日 8时
至23日8时，三亚成功实施人工增雨
作业22次，发射火箭弹62枚。在台风
降雨与人工增雨共同作用下，三亚东

半部出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西半部
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全市平均降雨量
达128毫米。

据三亚市三防办统计，截至23日
15时，全市水库蓄水量17395万立方
米，比22日8时增加1377万立方米；全
市可供农业有效用水量5379万立方

米，比22日8时增加584万立方米。
李劲松也表示，目前5宗水库蓄水

量与多年同期平均值相比依然偏少
5335万立方米，三亚各部门将延续抗
旱打井、从报导水库引水、人工增雨等
举措，加快推进西部供水工程（二期）项
目建设，最大限度减轻旱灾损失。

“鲸鱼”+人工增雨弹，鹿城“解渴”

三亚农业旱情基本解除
“鲸鱼”效应

值班主任：黄畅学 主编：朱和春 美编：许丽关注台风“鲸鱼”海南新闻

■■■■■ ■■■■■ ■■■■■

2015年6月24日 星期三A04

一、北片区
（一）海南兴业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秀英区海榆中线5公里处西侧
联系人：陈玉源 13876312883（手机）
办公电话：68662908 68662909
（二）海南兴业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万宁分公司
地址：万宁市东星工业区万海大道（万宁车站斜对面）
联系电话：13807620876 联系人：熊城国
（三）海南兴业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琼海分公司
地 址：琼海市兴海北路28号
联系电话：13876928603 联系人：文彤辉
（四）海南兴业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儋州分公司
地址：儋州市那大镇人民大道西路（消防队对面）
联系电话：13976126556 联系人：陈瑞芝
（五）海南兴业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临高分公司
地址：临高县临海路（农业局附近或农委附近）
联系电话：13907671362 联系人：陈让师
（六）海南兴业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文昌分公司
地址：文昌市文城镇迈南村委会迈豆村
联系电话：13976937888 联系人：骆日养
（七）海南兴业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屯昌分公司
地址：屯昌县海榆中线90公里处
联系电话：13518021188 联系人：林亚保
（八）海南兴业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定安分公司
地址：定安县定城镇仙沟谭仙路
联系电话：13976662988 联系人：梁红超
（九）海南兴业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澄迈分公司
地址：澄迈县大拉基地路48号
联系电话：13807577238 联系人：骆济明
（十）海南兴业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洋浦接收点
联系电话：68662908 68662909（办公）
联系人：梁兆基13379903333 陈瑞芝 13976126556

二、南片区
（一）三亚嘉越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地址：三亚市吉阳镇荔枝沟路市仔村路口
联系人：符必文13086066188（手机）办公电话：88256178
（二）三亚嘉越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昌江分公司
地址：昌江县石碌镇东风路40号县物资总公司办公大楼310房
联系电话:13976939078 联系人：冯晓惠
（三）三亚嘉越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乐东分公司
地址：乐东县三角路口
联系电话:18689763334 联系人：杨海波
（四）三亚嘉越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白沙分公司
地址：白沙县邦溪小学对面
联系电话:13907678308 联系人：杨惠召
（五）三亚嘉越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东方分公司
地址：东方市八所镇福耀老村东边公路
联系电话:13907667896 联系人：陈振东
（六）三亚嘉越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五指山接收点
地址：五指山市水满乡路口
联系电话：18789937883 联系人：周泽 办公电话：88256178
（七）三亚嘉越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陵水接收点
地址：陵水县北斗停车场旁
联系电话:13307555338 联系人：何冬发
办公电话：88256178
（八）三亚嘉越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保亭接收点
联系电话: 18608937273 联系人：钟 云
办公电话：88256178
（九）三亚嘉越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琼中接收点
地址：琼中海榆中路134号
联系电话:13178946803 联系人：钟文超
办公电话：88256178
（机动车所有人车辆回收事宜，请跟所在市县上述回收拆解企
业或接收点联系!）

海南省有资质的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

为落实环境保护部与我省签订的《海南省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要求，鼓励我省的黄标车提前淘汰，经省政府同意，省
生态环境保护厅会同省财政厅、省公安厅和省商务厅共同制定了《海南省提前淘汰黄标车财政补贴实施细则》，现予以发布，详细

内容见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网站：www.ep.hainan.gov.cn和海南省商务厅网站：www.dofcom.gov.cn（公告通知栏）。
2015年5月29日

各市县政务中心和相关业务窗口联系方式

市县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琼海市

儋州市

定安县

屯昌县

澄迈县

临高县

文昌市

万宁市

五指山市

陵水县

保亭县

琼中县

白沙县

昌江县

东方市

乐东县

洋浦经济开发区

政务中心
联系方式

12345

38860180

62926002

23333181

63830133

67838366

67629882

36287000

63260089

62132328

86635500

83323012

38660670

86221099

27728100

26698093

25505528

85596983

28829091

环保部门
窗口联系方式

68723905(局)

38860918

62930300

23885218(局)

63808012

67830065

67628746(局)

28288769

63330412(局)

62139308

86626434(局)

83313766

38660677

86228853(局)

27728182

26698086

38933144

85596937

28829130(局)

商务部门
窗口联系方式

68522104

38860160

62923374

23311151(局)

63836397(局)

67812503(局)

67622200(局)

28282312(局)

63330458(局)

62239969

86638061(局)

83318151(局)

83662798(局)

86227182(局)

27728326(局)

26698698(局)

25505810(局)

85596991

28827729(经发局)

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
海 南 省 商 务 厅 关于我省黄标车提前淘汰财政补贴工作的公告

车辆类型

1.35升及以上排量轿车

1升-1.35升排量轿车

1升及以下排量轿车、专业作业车

微型载客（不含轿车）

小型载客（不含轿车）

中型载客

大型载客

微型载货

轻型载货

中型载货

重型载货

2015年补贴
单价(元/辆)

18000

10000

6000

5000

7000

11000

18000

6000

9000

13000

18000

2016年补贴
单价(元/辆)

16000

9000

5000

4000

6000

10000

16000

5000

8000

12000

16000

2017年补贴
单价(元/辆)

14000

8000

4500

3500

5500

9000

14000

4500

7000

11000

14000

海南省提前淘汰黄标车财政补贴标准表

机动车所有人填写
提前淘汰黄标车
认定申报表



通知机动车所有人
可以申请补贴

将黄标车交售给有资
质的回收拆解企业
进行回收拆解

相关部门
办理审批

机动车所有人填写
提前淘汰黄标车
补贴资金申报表

到公安车管部门
办理注销登记

财政部门
支付补贴➝➝➝➝➝

相关部门认定
是否符合
申请条件

符合申请
要求的

不符合
申请要求的➝告知机动车所有人

不符合申请条件

黄标车淘汰财政补贴申请工作流程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今天凌晨2时30分，义务送完最后
一位乘车的市民，海南龙润恒业旅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陈强带着一身疲惫回到家中。

“虽累，但看着大家安全到达目的
地，值！”陈强说。受今年第8号台风“鲸
鱼”的影响，三亚从22日起普降大雨，并
伴有大风、雷电。为方便市民和游客出
行，在陈强的号召下，三亚3家租车公司
主动组成“爱心车队”，风雨中免费接送
需要帮助的人们。于是，在微信朋友圈
中，车队的爱心电话一度被快速转发。

“我也有过风雨中受困孤独无助的
时候，海南早已成为第二故乡，能为家

乡人做点事，很开心。爱心车队的消息
传出后，公司销售、客服、司机等不同岗
位的同事争着当义工。”海南龙润恒业
旅业有限公司员工张俊认为，人们愿意
致电爱心电话，本身就是一份信任，能
被认可是一件开心的事。

今天零时30分，刚刚下班的市民叶
翠淑望着肆虐的风雨，倍感焦虑。在慌乱
中，她拨通了舜龙商旅爱心车队的电话。

“风雨夜中，看着一抹车灯的亮光
由远到近，好温暖。特殊天气中有这样
一支爱心队伍，承载着满满的正能量。”
搭乘着免费的爱心车辆从亚龙湾回到
同心家园6期的家中，叶翠淑下意识地
看看手表，此时已是凌晨1时。

“除了出动本公司的车辆，我们还
紧急协调神舟租车的3辆车。15辆车
在亚龙湾、大东海、三亚湾、火车站等区
域免费接送市民和游客。”舜龙商旅负
责人姜舜说，22日当晚公司车队义务接
送市民近20车次。

“截至目前，我们已出动11辆专车，
涵盖奥迪、皇冠、花冠、思域等不同车
型，共免费接送近70车次，致电车队的
人群以下班被困雨中的市民和前往机
场的游客为主。”陈强透露，爱心车队原
计划23日零时收工，但面对不断打进来
的求助电话，车队的义工主动加班，直
至凌晨3时才结束服务。

台风夜中，微微的车灯温暖着归人

的心，但留给义工们的除了疲乏，甚至
还有危险。

22日21时20分，接到深圳游客刘
先生的求助电话，张俊随即驾车前往其
所在的胜意大酒店。顺利接上刘先生
夫妇后，准备前往机场的途中，受台风
影响，靠近解放路巷子里一棵大树的粗
壮树枝因为被吹断突然断落，而此时，
张俊所驾驶的轿车恰巧经过。

“路面已看不到，全被水覆盖，只能
慢行。当时的车速不到20迈，树枝刚好
在正前方跌落，如果车速超过20迈，树
枝铁定砸到车身。幸运的是，只是挡风
玻璃被树枝轻刮了一下。”尽管被这突
然砸下的树枝惊魂，张俊仍沉稳地把握

方向盘，安全地将游客送至机场。
“深夜风越来越大，车身甚至被风

吹得晃动，从机场回到市区后，赶忙回
公司将小轿车换成大型商务车继续接
送市民、游客。”张俊说。

“我很幸运得到帮助”“台风天最美
的三亚人”……随着爱心送行的行动渐
入尾声，微信朋友圈中，满满的感动让
三亚这座城市充满爱。

“特殊时期我们会坚守这条友情热
线，一方面劝导人们在危险天气尽量少
出行，确保安全；另一方面，遇到有紧急
事情的朋友，我们还会一如既往地提供
力所能及的交通服务。”陈强说。

（本报三亚6月23日电）

琼中：

“鲸鱼”携雨缓旱情
本报营根6月 23日电（记者王培

琳 特约记者黎大辉 通讯员秦海灵）今
年以来，琼中连续出现无雨干旱的天
气，部分地方水源短缺、池塘干枯，造成
人畜饮水困难，农作物受灾严重。据统
计，全县作物受旱面积5860亩，成灾面
积4362亩，绝收面积1501亩。记者今
天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三防办获悉，

“鲸鱼”给琼中全县范围内带来大量降
水，基本缓解了当地的旱情，大量的降
雨让琼中的绿橙、槟榔、甘蔗等农作物

“解了渴”。
此外，水库蓄水量也有所增加，琼中

水库蓄容增加量为500多万立方米。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侯小健）“鲸鱼”对
我省省养公路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坏，部分涵洞被冲
毁，一些边坡、水沟、路肩挡墙等构造物受损坏，同
时，公路两旁树木部分被风刮倒。台风过后，公路部
门立即组织力量进行抢修并清理倒伏树木。目前，
全省各公路无阻断，正常通车。

全省各公路养护单位的巡查报告显示，此次台
风中省养公路路段受影响较大的市县在琼海、万宁、
陵水、三亚等地，损失主要为路树倒伏，涵洞冲毁及
边坡、水沟、路肩挡墙等构造物损坏。

据统计，目前全省共排查发现路树倒伏6000余
棵，涵洞损坏 26道，边坡、水沟及路肩挡墙坍塌
4000余米。台风过后，公路部门立即组织抢修。截
至14时，全省倒伏路树已清理完毕，抢修损坏的影
响行车安全的涵洞，水沟及边坡挡墙，并设置安全标
志，确保行车安全。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侯小健 黄媛艳 通
讯员徐武 李鹏程）记者今天从交通部门获悉，台风

“鲸鱼”渐渐远离琼岛，风力减弱，我省海陆空交通今
起逐步恢复正常：今天上午11时，东环高铁动车组列
车恢复开行；15时，琼州海峡恢复通航，进出岛客列
同步恢复开行；机场航班今日起正常起降。

因受台风“鲸鱼”影响，东环高铁22日18时起停
运，当天有21趟动车组列车停开。随着台风风力的减
弱，铁路方面立即对行车设备进行安全检查确认，于今
天上午11时起逐步恢复东环高铁动车组列车开行。

今天15时，琼州海峡抗风等级达到8级的客滚
船恢复通航。铁路方面也即时恢复进出岛旅客列车
开行。

受台风“鲸鱼”影响，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共取消
航班131架次，2100余名旅客出行受到影响。今晚
8时，该机场航班起降完全恢复正常，滞留旅客有望
明天全部运送出港。

保亭:

抓住时机田间蓄水
本报保城6月 23日电（记者刘袭

特约记者黄青文 通讯员王海 黄秋娜）
今年以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出现持
续高温少雨天气，部分乡镇出现河流断
流、水库蓄水不足等旱情。“鲸鱼”的到
来，带来了“及时雨”，据保亭县三防办统
计，6月20日至23日，全县49宗水库平
均增加蓄水量10万立方米。

保亭三防办要求各乡镇充分发动农
民积极利用田间地头蓄水，通过封堵排
水沟、边沟和田块缺口等措施增加田间
蓄水，增强抗旱水源保障能力，保障全县
农业生产顺利开展。

陵水：

为水库补充水量
本报椰林6月 23日电（记者程范

淦 通讯员陈思国）“鲸鱼”过境给陵水黎
族自治县带来一定的降雨量，据统计，该
县有4个乡镇降雨量超过100毫米。

陵水县三防办有关负责人说，21日
至22日陵水普降中到大雨，全县平均降
雨量为66毫米，全县水库由此得到有效
补充，增加了333万立方米。

本报三亚6月23日电（记者黄媛艳 洪宝光）记
者今天从三亚市物价局价格监测中心获悉，受台风

“鲸鱼”影响，三亚蔬菜价格较22日明显上涨8.33%，
粮油、肉禽蛋、水产品价格和海鲜品批发参考价格基
本保持平稳。目前，三亚已启动应急储备蔬菜投放。

受台风影响，今天三亚蔬菜供应量较上周五减
少95吨，减少28.79%。其中，周边菜减少35吨，基
地菜减少45吨。受此影响，今天该市常规监测的
22种蔬菜零售均价（每500克，下同）上涨3.7元，较
22 日上涨 8.33%，呈 12 涨 10 平；较上周五上涨
9.71%，呈19涨3平。

与22日相比，三亚叶菜类价格全面上涨，其中
常见的大白菜、地瓜叶和空心菜的价格为3元/斤，
涨幅均达20%；小白菜、上海青和菜心的价格为3.5
元/斤，涨幅也超过14%；白萝卜、土豆、胡萝卜、冬瓜
等外地菜价格基本平稳。

三亚市物价局副局长陈金波透露，随着琼州海
峡正常通航，预计三亚蔬菜价格将逐渐回落。为做
好蔬菜保供稳价工作，三亚市商务、农业、物价等部
门正积极组织台风过后恢复生产、蔬菜调运、市场价
格监测监管等工作。另据了解，受台风“鲸鱼”影响，
今天，海口市12个基本蔬菜品种价格呈10涨1降1
平的态势，其中涨幅最大的品种为生菜，零售均价为
4.17元/斤，较昨日上涨20.52%。

省物价局今天的监测数据显示：受台风影响，海
口市、三亚市基本蔬菜品种价格普遍上涨，其价格均
在重大灾害天气期间的调控范围内（目标价格的
50%以内）。

台风夜，三亚多家租车公司组织爱心车队，免费运送市民游客

“那抹灯光由远到近，好温暖！”

解救被困人员，清理倒伏大树，抢修供电线路——

万宁救灾转移2.4万人

东环动车、进出岛客列恢复开行，琼州
海峡复航，航班起降正常

我省交通恢复正常

交
通

公路部门抢修受损公路，清理倒伏树木

全省省养公路无阻断

海口三亚菜价上涨
三亚启动应急储备蔬菜投放

影响

菜
价

灾后自救
6月23日上午，受台

风“鲸鱼”影响，万宁市东
澳镇一片狼藉。台风过
后，当地镇政府组织相关
部门和群众开展灾后自救
活动，下午2点钟左右全
镇恢复通电通水，居民生
活逐步恢复正常。

通讯员 陈期财 摄

登陆地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