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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定城10月4日电（记者赵优 通讯员司
玉 郑铭雅）受强台风“彩虹”影响，定安普降大雨
至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截至17时，全县平均降
雨量 108 毫米，最大降雨量为翰林镇 209.5 毫
米。为及时发现和解决防汛工作中出现的困难和
问题，定安各级干部加强值班值守，明确责任，保
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今天凌晨3点，定安县委书记陈军在县水务
部门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定城镇，实地查看各级
人员在岗情况和临时转移群众及各项防台风措施
落实情况，现场指挥部署防台风工作。县长符立
东组织全县600多党员干部下到10个镇110个
村做好防范台风工作。同时，县级、镇级以及各大
型水库共15支600多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投入一
线，进一步排查易受台风影响的低洼地等薄弱点。

据了解，此次台风带来的大降雨也给水库蓄
水总量增加了760万立方米，对缓解定安旱情具
有重要作用，按照要求，各水库要认真做好水库蓄
水工作，要根据实际风情、雨情变化对水库进行科
学调度。据统计，定安10个镇受灾，受灾人口
3.89万余人，农作物受灾面积2.55万余亩，转移安
置人口5085人，这次台风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交
通、供水、供电、通讯基本正常，预计全县直接经济
总损失3904.7万元。

定安

全县平均降雨量
108毫米

本报临城10月4日电（记者李佳飞 特约记
者吴孝俊）记者从临高县“三防”指挥部获悉，受持
续降雨影响，截至17时，临高境内最大降雨量
98.2mm，最大风力8级。为保障人民群众安全，
有关单位紧急撤离转移群众2.2万余人。

今天中午，为防发生险情，临高县委、县政府
主要负责人再次向各镇各单位发出通知，要求抓
紧做好危房住户、五保户、农村孤寡老人、低洼易
淹区和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的排查以及渔船
人员和海上养殖人员的转移；各镇、加来农场及时
组织力量实施相关人员转移，特别是博厚镇及时
组织应急队伍和车辆深入新安、道灶等沿海易涝
村庄实施人员转移。

临高

撤离转移2.2万余人

本报那大10月4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张琳）尽管强台风“彩虹”未在海南登陆，但儋州连
日来多措并举防御台风，确保了全市平安稳定。

省防总视频会议后，儋州市各镇和“三防”指
挥部成员单位当即取消放假，各镇党政主要负责
人和“三防”指挥部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均回到
工作岗位，全方位推动台风防御工作。截至3日
上午10时，全市4336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9174
人上岸；派出9组技术人员分赴全市67宗（含农垦
8宗）中小水库进行巡查，核实水库库容、隐患排查
等情况；各镇、相关单位对渔排、渔船上的渔民，危
房、低洼易淹区、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和农
村孤寡老人、五保户人员进行了摸排，转移上述人
员13590人；市镇“三防办”、各镇政府主要负责人
24小时值班，各水库管理员24小时值守。

儋州

全市4336艘渔船回港

本报文城10月4日电（记者郭嘉
轩）今年第22号台风“彩虹”，于今天上
午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从文昌
东北部近海近距离掠过。由于科学应
对，靠前指挥，快速行动，文昌全市无人
员伤亡和房屋倒塌，道路供电畅通，迎
战“彩虹”取得阶段性成效。

受“彩虹”影响，文昌市自3日开始
普降中到大雨并伴8-10级阵风，10个
镇雨量超过30毫米，最大雨量为44.1
毫米。清澜港、铺前港最高潮位均未超
过2.4米的警戒水位。目前统计，全市
无人员伤亡，无房屋倒塌，道路交通畅

通，供电未受影响，低洼地区也未出现
受淹情况，台风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预计
2024万元。

“强台风擦肩而过，而未出现人员
伤亡和房屋损失，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未
雨绸缪早安排、早部署，干部带头迅速
行动。”文昌市三防办工作人员介绍，早
在10月2日中午，市委、市政府研判台
风可能经过文昌，当即通知市四套班
子、相关单位，各镇（场）领导回岗值
守。当晚8时省防总召开视频部署会
后，文昌立即通过信息平台发出通知，
通知全市干部取消国庆假期返岗投入

抗风工作。从3日上午开始，市四套班
子其他所有成员赶赴各自镇（场）联系
单位，与镇干部群众一起指导和负责当
地的防风和人员转移等工作，确保万无
一失。

10月 3日夜风狂雨骤，文昌各级
干部都在一线通宵奋战：从3日下午到
4日凌晨3时，市委书记陈笑波身披雨
衣，带队到转移群众集中的公坡、铺
前、锦山和罗豆农场实地检查安置情
况；市长何琼妹带队前往宝芳水库、赤
纸水库等重点部位进行防汛安全检
查；市四套班子成员坚守各自联系乡

镇村组，与6000多名干部、公安干警、
部队官兵、群众一起紧张开展险情排
查、作物抢收和人员转移工作。截至4
日下午2时，全市向115个临时安置点
转移人员3.9万余人，2287艘渔船全部
回港。

台风过境后，文昌市已启动灾情全
面评估统计，同时要求各水库继续落实
24小时值班和每小时巡查报告制度。
在组织群众做好生活生产恢复的同时，
密切关注气象动态情况，及时整理旅游
景区环境，准备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再
迎宾客。

靠前指挥，主动作为，防范强台风“彩虹”过境

文昌无人员伤亡房屋倒塌

本报海口10月4日讯（记者洪宝
光 孙慧）今天，海南省价格监测中心对
我省市场监测数据显示，今天我省主要
食品市场供应充足，除蔬菜价格明显上
涨外，其他食品价格基本保持稳定，旅
游服务价格与10月3日基本持平。

上午，记者观察到海口府城地区金

花市场、培龙市场，蔬菜、猪肉等供应充
足，但蔬菜价格明显上涨，白菜价格卖
到5元/斤。

据海南省价格监测中心市场监测
数据显示，受强台风“彩虹”影响，我省
蔬菜价格明显上涨。截至 10月 4日
上午，海口南北蔬菜批发市场还有库

存 1500 吨蔬菜，基本能满足市场需
求。我省重点监测的18种蔬菜价格
走势为“17 涨 1 平”，零售均价每斤
3.73 元，比昨日上涨 13.03%，涨幅较
大的叶菜如圆白菜、大白菜零售价每
斤分别3.09元、3.12元，比昨日分别上
涨26.64%、23.32%。

水产品价格有所上涨。罗非鱼、
海甘鱼的零售价每500克分别为6.69
元、26.05元，比昨日分别上涨7.04%、
1.96%。

我省酒店客房、汽车租赁、岛内游、
景点门票、交通运输、潜水等旅游服务
项目价格与昨日基本持平。

食品供应充足 蔬菜价格上涨

本报海口10月4日讯（记者单憬
岗 李佳飞）在强台风“彩虹”的肆虐中，
海口市积水点改造在这次台风中交出
了一份良好的答卷，截至今天下午3
时，全市只有2个积水点情况较为严
重，另外15个积水点车辆畅通无阻。

近两年来，海口在积水点改造上下
了大力气。每逢台风时节，是考验该市
积水点改造最好的时机，面对降雨量较
大的强台风“彩虹”，海口相关部门全力

贯彻落实省市主要领导精神，及早谋
划、提前部署、综合施策。

在椰海大道与金福路交叉路口的
积水点是此次“彩虹”台风中积水最为
严重的地方，从马路中间的隔离栏杆可
以推算出，水深最深的地方有1.1米左
右。当强台风“彩虹”刚刚在广东登陆
之时，海口市长倪强等市领导冒着风
雨，来到这个最严重的积水点查看，分
析积水原因。

据介绍，经过“十二五”期间的市政
道路建设和正在进行的“十三五”规划的
修编，特别是借助“双创”的契机，海口的
市政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水准将不断提
升、不断完善。这一次积水点基本保持
畅通，不仅仅是因为积水点硬件改造取
得成效，也和市政排水部门及时启动应
急预案，有序开展富有成效的工作分不
开。每个有可能成为积水点的地方两天
前开始做准备工作，一天前做应急抽排

处置的设备和工作人员都已经部署就
绪，确保了抽排水的顺利进行，通过及时
管理来弥补原来的不足，也成为海口这
次应对台风值得总结推广的经验。

“通过‘双创’来提升城市的规划建
设管理，特别是提升城市的基础设施是
海口的一项重要举措。”倪强说，海口将
马上开工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的国家示
范工程，将把能进的管网全部放进去，
把道路基础设施一次性做到位。

积水点改造交出良好答卷

海口城区道路基本畅通

本报海口10月4日讯（记者周晓梦 通讯员
何志成 汪蓓）记者今天从海南海事局指挥中心获
悉，洋浦海事部门收到一起海上险情报告，一名渔
民在海头港口门附近水域落水失联，目前洋浦海
上搜救分中心正在协调搜救。

据了解，今日6时30分许，洋浦海事局指挥
中心接报海头镇一艘小型玻璃钢渔船在海头港口
门附近被海浪打翻，两人落水，一人被救起，一人
失联。洋浦海事局指挥中心核实险情后，立即通
过洋浦海上搜救分中心启动应急预案，协调当地
渔政等部门全力搜救失踪渔民，目前该渔民仍处
于失联状态。

另悉，海南海事局防抗台风预警于今日12时
起已由“红色”调为“橙色”，进入Ⅱ级防台风应急
响应。截至目前，台风影响期间，在海南辖区防台
避风的1313艘商船均处于安全状态。

洋浦

一渔民落水失联

本报海口10月4日讯（记者梁振
君 通讯员王妍馨 刘德先）受强台风“彩
虹”影响，截至今日18时，海南电网统调
负荷260万千瓦，同比10月3日下降22
万千瓦，主网运行正常，全省共有4.7万
户供电受影响。海南电网已将Ⅱ级应急
响应降为Ⅲ级应急响应。

强台风“彩虹”影响期间，海南电网
供电整体平稳。220千伏线路未发生跳
闸，110千伏线路停运1条，35千伏线
路停运1条，目前均已恢复送电。10千
伏线路停运共计34条，已恢复31条。未
恢复的3条均为文昌供电局线路，预计4
日晚上还将恢复2条。据统计，受台风影
响的台区有1180个，未恢复台区359
个，影响用户4.7万户，已恢复4.1万户，
未恢复近6000户，重要用户未受影响。

海南电网已迅速组织人员对受损供
电设备进行抢修。截至17时，已投入应
急值班和故障抢修1650人次，出动抢修
车辆375辆。

供电

全省4.7万户供电受影响

9成用户
已恢复正常供电

本报五指山10月4日电（记者易
建阳 通讯员符国楠）强台风“彩虹”对五
指山的影响已消除。今天记者从五指山
市旅游商务局获悉，目前五指山热带雨
林风景区、五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
都正在着手做好开放前的各项准备工
作，明天上午9时前开门营业。

登山、漂流是五指山市的主打旅游
产品。一辆辆自驾车有序停放，一艘艘
漂流船蓄势待发。国庆长假前两天，五
指山市南圣镇红峡谷文化旅游风景区人
气爆表，游客络绎不绝。受强台风“彩
虹”影响，10月3日下午3时起，五指山
市境内的3大漂流项目暂停营业。随着
台风远去，登山、漂流和骑行等旅游项目
又可以继续开展。五指山旅游商务局向
游客重点推荐4条旅游路线。

路线一：活力雨林之旅。第一天登
五指山，宿五指山亚泰雨林度假酒店或
水满园酒店，第二天参观黎峒文化园，接
着前往五指山大峡谷漂流景区漂流。

路线二：休闲雨林之旅。第一天游
览五指山热带雨林风景区。第二天前往
牙胡梯田参观。

线路三：五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生态游。

线路四：五指山红色之旅一日游。
参观原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州府、五指
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等。

五指山登山漂流
重新开放

备物资 迎游客

4日凌晨零点，我省发布台风一级预警
4日凌晨1时，省“三防办”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
4日凌晨2时，强台风“彩虹”路径已经向北偏移，逐渐离开我省

（强台风“彩虹”路径示意图）

10月4日上午，海口市城西镇菜市
场，各种蔬菜供应充足。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旅游

10月4日11时，陵水黎族自治县南湾猴岛景区接到“三防”部门解除台风警报后开门营业。分界洲景区也于下午1时开门营业。
仅半天时间，南湾猴岛、分界洲两个景区接待3000名游客，该县椰田古寨、吊罗山等景区、景点也迎来游客参观。
图为10月4日，分界洲风景区员工正在搬运物资，准备开门迎客。 文/本报记者 程范淦 图/本报记者 武威

■本报记者 刘贡

15级强台风“彩虹”登陆广东后，10
月4日下午各种灾害信息传来，我省气象
及海洋预报部门专家纷纷感慨：“彩虹”
北上，使“海南与一场强台风灾害擦肩而
过”。对此，专家们详细回顾和分析了

“彩虹”路径，台风及风暴潮预警过程。

路径预测：要做最坏的准备

10月4日零时，“彩虹”气势汹汹直
奔海南文昌而来，速度快、强度高。此
时“彩虹”中心风力达14级强台风级，距
离文昌约190公里。但文昌无雨，刮着
阵风；海口无风无雨，有市民议论“台风
不来了”。零时50分，海南省政府作出
决定，发布台风一级预警，并将防台风
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

“当时必须做最坏的准备。”省气象
台副台长张春花说，去年1415号台风

“海鸥”登陆时中心最大风力13级，后根

据实况资料，订正为14级。“彩虹”已达
14级，且7级风半径小，说明风力集中，
破坏力大。

那么“彩虹”是否拐道了呢？张春花
调出“彩虹”路径图，认为不能用“拐道”
来形容。因为“彩虹”总体趋势保持西北
方向，凌晨2时左右，倘若偏西的分量再
加重一点，那么台风就很可能在琼岛东北
部登陆或穿琼州海峡而过，对琼北将造成
极大的破坏。正因为角度的少许偏移，3
小时后，“彩虹”中心在距离海南岛100公
里的海面上，已经超过了北纬20度，那么
登陆海南的可能性就可以排除了。

天气影响：台风带来大风降雨

张春花认为，“彩虹”风力不弱，之
前监测到，海上最大风力出现在4日8
时的文昌七洲列岛，14级；陆地上最大
风力出现在4日5时（此时距离本岛最
近，仅100公里）的文昌翁田，10级。而
台风越强，半径范围越小，加之当时降

雨量小，大部分市民没有太多感受。
而“彩虹”雨量不大的原因，则跟季

节有关。张春花解释，今年1522号台风
“彩虹”现身在秋季，水汽不足。直到台
风中心移至海南东北位置，才能在卫星
云图上看到西南和偏东两条水汽带。
因此，雷达回波系统显示在台风眼的南
面，出现明显降水回波区。

风暴潮位：风暴增水不足1米

海南省海洋预报台监测，“彩虹”最
高潮位出现在4日10时28分，秀英验
潮站观测值为3.31米，超当地境界潮位
0.41米。减去当时的天文潮位，风暴增
水不足1米。

“与0312号‘科罗旺’1.84米、1415
号‘海鸥’2.09米风暴增水相比，此次

‘彩虹’带来的风暴潮对海口的影响不
大。”海南省海洋预报台高级工程师王
青颜解释，这与台风路径偏离琼北不无
关系。 （本报海口10月4日讯）

专家谈“彩虹”路径变化：

海南与一场强台风灾害擦肩而过

灾情

积水

市场

市县动态

受今年第22号台风“彩虹”影响，海南多地持
续降雨。10月4日上午，海口市龙昆南路，行人
在风雨中艰难前行。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