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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4日讯（记者梁振
君）今天早上6时，几乎一宿未睡的省
委副书记、省长刘赐贵在省“三防”指挥
部主持召开视频工作会议，代表省委、
省政府以及省委书记罗保铭向一直坚
守在防抗强台风“彩虹”一线的领导干
部和工作人员表示慰问，要求各市县

“三防”负责人决不能掉以轻心，不要有
丝毫懈怠，继续坚守岗位防风抗风，确
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万无一失。

今天凌晨零时50分，根据中央气
象台和省气象台对强台风“彩虹”走向
的预测，刘赐贵先后签发完台风红色
预警和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文件后，

立即直奔省“三防”指挥中心，第三次
召开全省防台视频会议，直至凌晨近5
时会议才结束。在指挥中心小憩一个
小时后，刘赐贵继续召开视频会议。
这也是自10月2日凌晨2时“彩虹”生
成以来，刘赐贵第四次在指挥部召开
全省防台风视频工作会议。

会议听取了三防办、水务、海洋、
气象等部门汇报的强台风“彩虹”最新
走向及发展变化情况，并与各市县连
线，了解渔船回港避风、群众转移、降
水量以及水库蓄水等情况。刘赐贵对
全省各市县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国家
防总会议精神、省委书记罗保铭的批

示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防抗台风的工
作部署，主要领导亲力亲为、靠前指
挥，各级各部门各司其职、紧张有序地
组织进行了大量扎实有效的防御工
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表示亲切慰问。

刘赐贵指出，从台风路径动态图
看，“彩虹”已于今天下午以强台风级
在广东省湛江坡头区沿海登陆，对海
南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防台风应急
响应从一级降为二级，但决不能掉以
轻心，不要有丝毫懈怠，各市县分管负
责同志及“三防”负责人仍须坚守岗位
抗风，防止台风杀“回马枪”以及狂风
暴雨袭击引发许多次生和衍生灾害。

刘赐贵强调，海南岛是热带风暴
及台风多发地区，海南防抗强台风“彩
虹”的使命只是暂时告一段落，各级各
部门要认真做好总结分析，吸取此次
防抗台风的好经验好做法，为今后防
抗台风工作摸索新路子。

今年第22号强台风“彩虹”的中
心已于今天（4日）下午2点10分前后
在广东省湛江市坡头区沿海登陆，登
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50
米/秒），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超峰，副
省长何西庆、李富林，省政府秘书长陆
志远参加会议。

刘赐贵在指挥全省防御第22号强台风“彩虹”工作时强调

继续坚守岗位防风抗风
确保人民生命财产万无一失

本报海口10月4日讯（记者侯小健 通讯员徐武）
随着强台风“彩虹”渐离琼岛，对我省影响有所减弱，
全省海陆空交通逐步恢复正常。记者今天从粤海铁
公司获悉，因“彩虹”影响而停运的进出岛旅客列车、
东环高铁动车10月5日起将全部恢复正常开行。

据悉，出岛客列恢复开行后，其按以下方案运行：
10月4日北京西开Z201次恢复运行至三亚站终

到，10月5日三亚开Z202次恢复从三亚站始发；
10月4日上海南开K511次恢复运行至海口站终

到，10月5日海口开K512次恢复从海口站始发。

动车进出岛客列
今起恢复开行

本报海口10月4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冯丽
文）随着强台风“彩虹”渐渐远去，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
班也从10月4日15时开始恢复正常起降。截至20
时，海口美兰机场4日共延误航班46架次（进港23架
次，出港23架次），取消航班15架次（进港7架次，出港
8架次），已执行航班101架次。

据悉，美兰机场4日共计划执行航班254架次，其中
36架次为补班。为了迅速将受影响旅客转运出岛，美兰
机场现已通过增开值机柜台为旅客办理服务，增加工作
人员在现场对旅客进行引导，摆放电子水牌滚动播放
航班动态信息等措施为旅客提供帮助，美兰机场将于4
日晚加班执行完毕所有计划航班（除已取消航班）。

美兰机场航班
恢复正常起降

本报海口10月4日讯（记者刘贡）今年第22号台
风“彩虹”（强台风级）已于4日18时减弱为台风，省气
象台4日20时解除台风四级预警。由于海南岛沿岸
的潮位已逐渐恢复正常，省海洋预报台4日17时解除
了风暴潮警报。

4日21时，“彩虹”位于广西合浦县境内，中心最
大风力12级，33米/秒（约119公里/时），预计将以每
小时11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
对我省影响趋于结束。

5日起降水明显减弱，全岛有小阵雨。北部湾北
部海面，风力6-8级；北部湾南部海面，琼州海峡，本
岛西部和东部海面，风力5-6级、阵风7级；本岛南部
海面和西沙、中沙、南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5-6级。

“彩虹”对我省影响趋于结束

今起降水明显减弱
全岛有小阵雨

本报海口10月4日讯（记者梁振君）
海南日报记者今晚分别从超高压输电公
司广州局海口分局和海南电网公司获
得证实，受强台风“彩虹”影响，跨海联
网一回工程500千伏福港线对侧的500
千伏港城站站内大量设备受损，500千
伏福港线（海底电缆）短时内无法恢复
运行，海南电网今天起转入孤网运行。

“海底电缆并没有受到损坏，受损的
只是位于湛江市的港城站站内大量设
备，这些设备归广东电网公司负责管
护，具体何时修复不得而知。”超高压输
电公司广州局海口分局负责人澄清道。

海南电网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也
证实，受“彩虹”影响，海南电网已于今
日转入孤网运行，公司将全力保障电网
安全稳定运行。

受“彩虹”影响

海南电网昨起
转入孤网运行

本报海口10月4日讯（记者杨春
虹）今天是国庆黄金周的第四天，省旅
游委4个旅游综合执法检查组、市县
旅游委（局）和旅游企业认真贯彻省

“三防”指挥部召开的强台风“彩虹”防
御工作视频会议精神，坚守工作岗位，
全力做好旅游防风工作和旅游服务保
障工作。

由于受琼州海峡停航以及美兰机
场部分航班延误影响，部分旅游团队出
行受阻，各旅行社停止接团，并合理安
排好因台风滞留游客的食宿问题。此
次受台风影响较重的海口、文昌、万宁、

陵水等市县对涉海、涉水、涉山的景区
昨天已提前关闭，预计明天开始逐渐恢
复正常；各酒店关闭游泳池，加强巡查
工作，防止次生灾情发生；同时加强舆
情通报和旅游信息服务工作，通过电
视、报纸、网络等媒体滚动发布轮渡、航
空出行信息，做好游客交通指引工作。

今天下午3时，海口美兰机场已
恢复通航。万宁市受台风影响减弱，
各景区开始正常营业，奥特莱斯购物
游十分火爆。另外，三亚及周边旅游
区已解除台风预警，景区景点、涉海旅
游企业全面向游客开放。今天上午，

中国旅游志愿者队伍服务海南启动仪
式在三亚市游客中心启动，通过志愿
者在文明引导、游览讲解、旅游咨询等
领域提供公益服务，将进一步提升海
南旅游服务的水平。

“彩虹”尽管和海南岛擦肩而过，
但是也给我省北部地区旅游造成了很
大的影响。今天我省各大景区（点）游
客接待量明显下降，但旅游市场保持
平稳有序。

今天全省进港36726人次，同比
下降超过四成，出港43442人次，同比
下降近二成。

由于受台风影响部分景区（点）关
闭，13家景区（点）抽样调查，今天共接
待游客 8.18 万人次，同比下降近三
成。15家乡村旅游点抽样调查，共接
待游客1.89万人次，营业收入73.99万
元。2家免税店抽样调查共接待游客
2.18万人次，营业收入2408.3万元。

据统计，今天全省旅游质监部门
共接听电话610个，其中咨询类电话
542个，现场协调类电话27个，投诉电
话41个，正在积极处理。旅游交通和
停车秩序正常，无重大事故、交通拥堵
情况报告。

全力做好旅游防风和旅游服务保障工作

我省景区景点今起恢复正常营业本报海口10月4日讯（记者侯小
健）受强台风“彩虹”影响，一些公路部分
路段两旁树木被风刮倒影响交通。我省
公路部门及时组织公路养护人员清理倒
伏树木，共清理倒伏树木100余处，500
多株。目前，G98环岛高速、海文、海屯、
海口及三亚绕城高速等国、省干道交通
保持顺畅。

为防范“彩虹”，全省公路系统组建
了500人的抢险专业队，并配备60部大
型抢险机械（运输车辆、装载机、挖掘
机），还备足了电锯以及雨具、安全帽、手
电筒等抢险用品，做到随时调用。

据了解，此次全省公路水毁损失约
2100万元，主要是桥梁桩基掏空、涵洞
损坏、挡土墙下沉、浆砌水沟损坏等。

公路部门及时清理倒伏树木

全省国省干道
交通保持顺畅

“黄金周运”超“春运”
交通、铁路等部门预测超过7.5亿人
扎堆出行

阿富汗一医院
疑遭美军轰炸
已造成19人死亡、37人受伤
奥巴马承诺彻底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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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4日，清澜边防派出所官兵冒着风雨来到文昌市清澜镇义门三村，将住在危房中的五保户老人紧急转移。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代龙超 摄

本报海口10月4日讯（记者邓海宁）记者4日从海
口港获悉，虽然强台风“彩虹”已经远去，但仍有影响存
在。为保证船舶安全，截至21时50分记者发稿时，琼
州海峡仍然处于全线停航状态，海口港恢复通航时间
预计为10月5日，有过海需求的旅客请及时留意港口
的公告或致电9693666查询。

海口港预计
今天恢复通航

■ 本报评论员

今年第 22 号强台风“彩虹”4 日
在广东省湛江市沿海一带登陆，最
终与海南擦肩而过。为了抗击这个
历史上少见的快速台风，我省各级
干部发扬连续奋斗的精神，迅速完
成了各项台风防御工作。广大党员
干部团结合作、众志成城，通过了风
雨的考验。

防御“彩虹”是为民情怀的生动
展现。台风来临之际，省委、省政府
领导高度重视，省委书记罗保铭作出

批示，省长刘赐贵三赴省三防办指
挥，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始终将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危难时刻冲
锋在前、与百姓患难与共，风雨中组
织群众转移、疏导安抚游客、组织渔
船渔民回港……一场风雨见证了一
腔真情，我省广大干部在迎战台风期
间，不畏艰难、积极作为，这是党委、
政府以人为本、为民至上的表现，是
广大干部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
至高地位的表现。

防御“彩虹”是一次干部作风的大
检阅。48小时强台风攻防战，充分展

现了我省广大干部恪尽职守、敢于担
当、不畏艰险、冲锋在前的严实作风！
强台风“彩虹”生成快、移动迅速、影响
范围广、又适逢“十一”长假入岛游客
多，为保群众生命安全万无一失，广大
干部克服麻痹思想，增强责任意识，党
政干部取消休假，恪尽职守，全省各部
门、各市县各司其职、快速反应，主要
领导亲自部署、靠前指挥，井然有序地
组织防御工作，以高度负责的精神，采
取有力措施，用较高的效率完成了防
御部署工作。广大干部奋战在抗风抢
险一线， 下转A05版▶

风雨之后见彩虹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梁振君

今天凌晨2点，来势汹汹的强台风
“彩虹”路径开始向北偏移。下午2点
10分，“彩虹”在广东省湛江市坡头区
沿海登陆，这个历史上少见的快速台风
最终“选择”与做好全面应对措施的海
南擦肩而过。

此时，我省各级干部已经在岗位上
坚守了两天两夜。

从10月2日凌晨2时在菲律宾以
东洋面生成以来，“彩虹”仅用48个小
时便加强为中心风力达14级的强台
风，同样是48个小时，我省各级干部用

“连轴转”的工作方式迅速完成了各项
台风防御工作。

48小时的“连轴转”，打赢了一场
台风防御战；48小时的坚守，换来了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这是一次应急防灾
的演练，这是一次“三严三实”作风的检
验，这更是一次为民情怀的展示。

速度：
紧急部署，跑在台风前面

“彩虹”发展速度快，我省防御工作
迅疾展开。

2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罗保铭就防御台风“彩虹”作出批示，
要求各市县、各有关部门要密切关注台
风“彩虹”，严格落实渔船、水库、景区等
重点区域防风责任，及时启动应急预
案，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赐贵亲自坐镇
省三防指挥中心部署防御工作，并宣布
所有相关岗位干部取消休假，建立24
小时值班责任制，严阵以待。

同日，我省启动防台风三级响应，
并紧急部署相关防御工作。

3日，在国家防总召开防御“彩虹”
视频会议后，我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
升至二级，包括各市县干部和部队官兵

在内，做好准备，迎战“彩虹”。
4日，当“彩虹”以14级强台风姿态

逼近的同时，我省已将应急响应提升至
一级，全省25584艘渔船全部回港避
风，同时转移群众210300人。

按照“彩虹”的行进速度和路线，最
快4日凌晨或在我省沿海登陆，情况危
急！

“4 日中午，我省将出现天文大
潮，台风若登陆我省，将产生的风暴
潮，极有可能出现海水倒灌，对沿海
造成严重影响。”2日，省气象台台长
蔡亲波说，特别是海甸岛、北港岛、三
江农场、铺前镇、罗豆农场、演丰镇等
海水倒灌可能出现地区，群众需要马
上撤离。

灾情就是命令！此时正值国庆黄
金周，处于休假状态的各部门工作人员
被迅速召集起来。省海洋渔业厅、省气
象局、省水务厅、省旅游委以及全省各
市县主要负责人回到工作岗位。借助
视频会议系统，“彩虹”可能产生的影响
第一时间通知到各级政府，所有相关工
作人员取消休假，群众转移工作马上开
始。

面对罕见的快速台风，想要跑赢
它，各级干部就要全部动员起来。海
口、文昌、定安、澄迈、琼海、万宁、陵水、
临高、屯昌等市县迅速投入渔船回港和
群众转移工作。 210300 名群众、
25584艘渔船均于3日下午全部转移
和回港。

此时，“彩虹”距离文昌市已不足
900公里，且中心风力加强至12级，达
台风级别。

海南，严阵以待。

热度：
奔赴一线，站在群众身边

“文昌收到”“海口收到”“澄迈收
到”……

在省三防办的视频会议室里，当工
作人员逐个连通各市县三防指挥中心
时，耳机里迅速传回了应答声。此时，
已是4日凌晨零时，一个小时前，“彩虹”
中心风力加强至14级，达强台风级别。

凌晨两点，在省三防办将防台风应
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后，刘赐贵再次来到
省三防办，而距离他上一次离开，仅仅
过去了3个小时。“我现在最担心的是
养殖户、渔排、靠港渔船和工棚工人，生
命安全一定要放在首位。”刘赐贵在凌
晨召开的视频会议上说，目前，防风仍

旧是首要任务，距离台风登陆和天文大
潮仍有一些时间，各市县须做好查漏补
缺工作，尤其是文昌和海口，首当其冲，
不可大意。

此时，文昌市市委书记陈笑波正在
文昌市铺前镇渔港指导防风工作。经
历过去年超强台风“威马逊”的洗礼，文
昌不敢大意。“所有人都必须强制撤离，
生命安全开不得玩笑！”当听说还有渔
民仍在船上不肯离开时，他立即指示消
防官兵组织撤离，做到人员100%撤到
安置点。

而在海口市三防办的会议室里，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孙新阳正坚
守着第二个通宵，不断观察台风走势，
通知各单位做好台风登陆前的应对工
作。“一定要注意潮位！风暴潮加天文
大潮，海口市可能将面临严重积涝，各
单位切不可松懈！”孙新阳不断根据省
气象台反馈的最新情况作出部署。

同样是在凌晨，澄迈县委书记杨
思涛、县长吉兆民分赴澄迈玉包港、新
兴港、东水港以及各乡镇巡视台风部
署工作， 下转A05版▶

我省广大党员和干部奔赴一线，连续奋战48小时，打赢“彩虹”防御战

风雨中，那一个个挺起的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