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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志成城抗击 ·民生

本报三亚8月20日电（记者陈
雪怡）台风远去，碧空和阳光一扫连
日大暴雨的阴霾。今天上午9时许，
位于三亚市解放三路明珠广场附近
的大型公益性平价市场里，已有不少
市民在排队结账。“今天的土豆卖两
块四一斤，台风前后价格没差，比附
近市场还便宜一两块。前两天刮台
风，这个市场的空心菜六毛钱一斤，
其他菜市场的要三四块呢！”话说完，
菜挑好，市民符女士笑着移步到大白
菜摊位。

在海南，台风天蔬菜价格上涨，
几乎成为人人都心知肚明的“规
律”。但这次，“电母”来袭，大部分三
亚市民仍和往常一样能买到平价菜、
吃上放心菜。以这个公益性平价市

场为例，“目前，市场每天的蔬菜销售
量在1万斤左右。”该市场负责人郑怀
民说，得益于市场与种植户直接对接
的产销模式、自助购物的销售方式，
以及政府提供场地的租金减免，该市
场的菜价低于其他农贸市场的菜价，
其中，大白菜、白萝卜、土豆、菜心、生
菜、空心菜、小白菜、上海青、地瓜叶、
茄子、胡萝卜、南瓜、西红柿、青黄瓜、
圆白菜等15个蔬菜品种在该市场的
均价低于市场平均价格30%以上。
这个市场是三亚“平价蔬菜产销联
盟”为市民编织的菜篮子之一，是三
亚逐步建立具有精品城市特色的保
供稳价模式的一个实体缩影。

“公益性平价市场是三亚市政府
保基本蔬菜品种常年平价直销的4

类调控点中的其中一类，其他3类价
格调控点还有农贸市场公益性摊位、
社区平价蔬菜专营区、超市平价蔬菜
专营区，我们正逐步扩大蔬菜价格调
控点在全市的覆盖面，努力让百姓买
得舒心、吃得开心。”三亚市物价局相
关负责人陈金波说。

目前，三亚相关职能部门已与佰
昌、贵岛等优质企业初步成立了首批

“平价蔬菜产销联盟”，并在该市主城
区7个农贸市场建设了公益性摊位，
在10个住宅小区设立了保基本蔬菜
价格调控销售点，力争在年内再开设
3至5个公益性平价市场，同时正在
组织将原有市政府扶持的10个平价
网点（平价超市、社区平价店）调整为
保基本蔬菜价格调控销售点。

“三亚以‘平价蔬菜产销联盟’方
式为平台，以15个保基本蔬菜品种
为重点，以‘公益性平价市场、农贸市
场公益性摊位、社区平价蔬菜专营
区、超市平价蔬菜专营区’4类价格调
控点为抓手，做到缩小批零差，统一
控价，通过对联盟成员在基地建设及
生产补贴资金、经营场所租金等方面
予以扶持，旨在建立‘常态时段、旅游
旺季、台风季节、春节期间’稳定的保
供稳价模式。”三亚市委副书记、市长
吴岩峻说。

值得一提的是，三亚还建立了15
个保基本蔬菜品种批发价格采集和
零售调控机制。其零售价格的制定
原则是以三亚吉阳新鸿港批发市场
一级批发价格为基础。

本报海口8月20日讯（记者郭
萃 通讯员林晓婵）受台风“电母”影
响，海口市蔬菜价格有所波动，为了
确保市民吃上放心菜、平价菜，海口
市加大平价菜投放力度，12种平价菜
均价低于市场均价44%。

记者今天通过走访了解到，各农
贸市场蔬菜价格平均上涨了一倍左
右。“前几天买丝瓜只要两三块，今天

要5块，地瓜叶平常是卖2块5一把，
今天卖到了6块钱一把。”市民王女
士告诉记者，昨天在旺佳旺超市观海
台店已出现蔬菜供应不足。

为了确保市民吃上放心菜、平价
菜，海口积极做好应对强降雨天气的
蔬菜供应，加大储备力度，通过大量的
平价菜投放市场，促使市场蔬菜价格
回落至合理区间。截至今天10时，海

口菜篮子集团已经储备190吨蔬菜，
足够海口市116个平价直销菜点的3
天平价供应量，此外还有20多个品种
的水果共计15吨也已做好了储备。

目前，海口市菜篮子集团116个
平价菜末端网点逐渐恢复全品种销
售。今天通过平价菜末端网点供应
的平价菜品种已达到64种，数量约
为50吨，各直营门店今天12个基本

蔬菜品种定价均价为2.13元/斤，比
省物价局监测海口市蔬菜均价3.80
元/斤低44%，其中市民喜爱的本地
叶菜价格如小白菜仅2元/斤，地瓜叶
1.5元/斤，生菜2.9元/斤，均低于上
日市场均价的50%以上。预计未来
3天内，蔬菜价格将逐渐回落。与蔬
菜相比，粮油、肉禽蛋、水产品等受影
响不大，价格基本保持平稳。

省农科院专家组成5小分队，
深入10市县调研农田受灾情况

专家建议
要防治病虫害

本报海口8月20日讯（记者王
玉洁 通讯员许慧贤）台风“电母”带来
的强降雨对我省农业造成较大损失，
省农科院成立了5个恢复生产科技服
务队，赶赴受灾较为严重的儋州、临
高、昌江、白沙、澄迈等10市县开展科
技服务，帮助农民恢复生产。

今天，省农科院小分队专家全面
出动，第一小分队成员来到海口市美
兰区受灾最严重的新坡镇及美仁坡镇
调研灾情，新坡镇大部分田洋被浸，部
分道路不通，种植的水稻基本被淹。

“目前雨水退后的水稻滋生了细
菌性条斑病、稻纵卷叶螟等病虫，农户
要抓住发病前期尽快防治。”省农科院
有关负责人说，未来三到五天内，他们
将集中精力指导农户对抗病虫。

在昌江黎族自治县多个受灾较重
的乡镇，省农科院科技人员忙着指导农
户抢挖被深埋的小蕉苗，扶正倒伏的大
苗，指导农户做好病虫害防控等恢复生
产工作。生产科技服务队负责人何发
亮介绍，十月田镇、王炸村、宝平村等村
镇仍处于返青和分蘖初期的水稻，经大
水冲刷和多日浸泡，部分田块出现成片
倒伏和烂苗等情况。

“因雨水打砸和浸泡，白沙黎族自
治县受灾乡镇农田的露天叶菜受损严
重，农户要做好重播工作。”农田积水过
后又遇晴天，这给农田带来了不小的挑
战，该负责人表示，接下来他们将继续指
导农户及时做好恢复生产工作。

海口1300名青年志愿者
大街小巷开展大扫除

本报海口8月20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
员欧阳资）近日，海口1300多名青年志愿者紧
急出动，在主城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农贸市
场、垃圾转运站、移动公厕周边不间断开展环境
卫生大扫除和定点巡查志愿服务活动。

据了解，本次台风带来的强降雨造成海口
多处垃圾堆积，同时城区有多处积水、淤泥。台
风过后，这群身着蓝色马甲，头戴蓝红相间鸭舌
帽的志愿者们就主动拿起扫把、垃圾袋、铁夹，配
合环卫工人对街道进行清扫、冲洗、清运，同时对
市民随手扔、随地吐等不文明行为进行劝导。

“看着一条条大街小巷、一个个社区变干净，
我们辛苦一点没什么。”已经连续奋战了两天的
志愿者小王告诉记者，不论是在恶劣天气，还是
周末，他都愿意为城市恢复正常秩序献一份力。

据不完全统计，仅19日当天，海口青年志
愿者们共清扫大街小巷300多条，清理积水
700多处。

■ 本报记者 许春媚 杜颖
叶媛媛 计思佳

今天18时30分，在海口市美舍河
带状公园，绿化带里灌木葱翠，地面上
干净整洁，很难联想到这个城市在昨天
以前刚刚遭遇了一场多年不遇的大雨。

据海口市气象部门发布的消息，
从8月14日8时至8月18日15时，全
市29个站点降雨量超过200毫米，其
中8个站点超过300毫米，两个站点
超过400毫米。

“24小时内海口的市容市貌、环
境卫生、城市秩序恢复常态。”大雨后，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孙新阳提出
了如是要求。

持续一年多以来开展“双创”工作
的成效在雨后恢复工作中得到了显

现：“双创”中形成的部门联动机制让
海口各相关部门防控抗灾行动与配合
更为迅速高效；“双创”中建设的网络
服务平台让市民生活应急“早走一
步”；“双创”中形成的优良作风让党员
干部冲锋在前……

多部门联动作战

细心的市民会发现，在18日强降雨
过程中，海口中心城区虽也有部分路段
积水，但没过几小时，大部分路段的积水
就退去了，地面也几乎没有残余垃圾。

“这是我们在‘双创’过程中形成
的多部门联动工作机制在发挥作用。”
海口市市政市容委副主任宋佐告诉记
者，按照以前的处置方法，环卫和排水
部门往往都会等雨小了一些再派人清

理积水，“这次我们通过部门联动，将
实时情况与交警、环卫、城管等多个部
门沟通，迅速处置。”宋佐说。

以琼山区为例，8月19日当天，
琼山区组织城管、环卫、园林、街道办
等各个相关部门，联动开展主城区的
易涝点巡查、辖区的垃圾和淤泥清扫
等工作。短短数个小时，琼山区积水
道路全部排涝完毕。

网络服务平台便利市民

记者今天在采访中了解到，海口
在“双创”中建设的网络服务平台为市
民出行提供了便利。

“这两天上下班避水全靠它。”住
在南沙路昌茂花园小区的海口市民梁
小姐向记者介绍她的手机上的海口排

水APP。这是海口于今年7月刚刚推
出的一个全民服务平台，在出行之前，
她通过软件查询政府部门发布的道路
积水实况规划“避水”线路。

在对市民的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已经有越来越多人像梁小姐一样利用
网络服务平台让自己的生活和出行更
方便。海口市民李明辉说：“我听说义
龙路的线路故障跳闸，就赶紧在‘海口
城市管家’这个微信公众号里查询了
附近的超市，买蜡烛备用。”

党员干部冲锋在前

在这场雨灾中，时时刻刻都能感
受到海口党员干部的责任担当。

8月18日8时许，位于海口丘海
一横路的两个小区之间一道三层楼高

的护坡坍塌了。8时15分，发现险情的
网格员将情况反映到海秀街道工作微
信群后，秀英区区委书记和海秀街道社
区干部们立即赶到了现场。10分钟后，
海秀街道、爱华社区、公安联防、驻市部
队官兵、小区物业人员都来了。大家挨
家挨户敲门疏散附近小区的居民。仅
用了不到一个小时，两个小区237户共
计1001名群众全部顺利转移。

孙新阳说，灾后将城市恢复常态，
这一件件事情具体而琐碎，都与百姓
的生活息息相关，考验着城市管理和
社会治理水平，也考验着干部的执行
力和责任担当。面对风雨大考，海口
党员干部们迅速反应，各部门之间有
效联动，共同为群众筑起“安全护坡”，
就是“双创”成果的最好印证。

（本报海口8月20日讯）

24小时内，海口市容市貌、环境卫生、城市秩序恢复常态

“电母”风雨大考 印证“双创”成果

省气象科学研究所：

强降水对我省
晚稻橡胶果树不利

本报海口8月20日讯（记者叶
媛媛 通讯员王天巍 陈小敏）记者今
天从省气象科学研究所获悉，连续几
天的强降雨天气对我省晚稻、橡胶和
果树等带来不利影响。

据气象部门监测，受热带低压和
西南季风共同影响，17日到19日白
天，琼岛经历了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
强降水落区主要为西半部地区。据统
计，此次强降水过程累积雨量临高、澄
迈、屯昌、白沙、儋州、昌江、东方和乐东
等市县可达250毫米～450毫米，局地
雨量超过500毫米；海口、定安、文昌、
琼海、万宁、琼中、五指山、保亭、陵水和
三亚等市县为100毫米～250毫米。

气象专家透露，此次强降水天气
对我省晚稻和香蕉生长不利，导致多
处稻田和香蕉地被淹，产生涝害，且受
涝后容易滋生病虫害。另外，强降水
天气对我省东部地区晚稻抽穗扬花不
利，导致部分晚稻结实率下降。地势较
低地区的橡胶树被水淹后，根系受到损
坏，产胶、排胶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省气象部门建议，大雨过后各地
稻田应及时排水，防止稻田被淹，后期
要加强田间病虫害的监测和防治。西
部香蕉种植户在暴雨过后应及时割除
病叶和枯叶，促进通风降湿，同时及时
喷药，防治病虫害。橡胶树是不耐水
淹的经济树木，大雨过后要及时排水，
地势低洼无法自动排水的地方需要使
用抽水设备，尽量缩短橡胶树根系水
淹时间，减少水淹对胶树的危害。

8月19日，海南省海警总队紧急调拨7500斤大米、150桶食用油及10万元帮扶慰问款，来到灾区东方市大田镇大
田村，慰问受灾村民，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及时送去党和部队的关怀与温暖。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符伟潼 摄海警慰问受灾群众

抢修水毁路面确保通行
19日下午，海口市政人员正在抢修丘海大

道水毁路面。强降雨过后海口市政维修部门立
刻组织人员抢修水毁路面，确保通行。

本报记者 古月 摄

海口今年要改造
10个积水点

本报海口8月20日讯（记者计思佳）“南
海大道被淹。”“海瑞桥下积水有 50 厘米
深。”……8月18日上午，海口市民的微信朋友
圈里全是各种吐槽。据了解，海口今年计划完
成10个积水点改造。

据统计，18日海口排水4.66万立方米。海
口市市政局排水所负责人表示，造成此次全市
严重积水主要有4大原因：强降雨持续了6天，地
面渗水已饱和，只能靠管道排；17日8时至18日8
时海口市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受海
水涨潮顶托和风暴增水影响，海口市中心城区主
要排水系统龙昆沟、大同沟水位上涨至路面，周边
路段雨水排泄不畅；排水管道设计建设标准低。
海口市排水管道设计建设标准均为一年一遇，即
只能满足24小时35.5毫米的降雨排放，目前降雨
量已大大超出一年一遇设计标准。

该负责人介绍，海口2016年计划对10个
积水点进行改造，目前项目正在推进中。10个
积水点为：椰海大道新城吾悦广场段、椰海大道
与金福路路口、滨涯路省公安厅段、五指山路
（松涛大厦段）、和平南路、龙华路（一中转盘至
海甸溪段）、大英山西四路、渡海路、丘海大道延
长段（金盛达建材城段）、城西路南航司令部。

今天，排水所开始进行灾后排水设施修复
工作，全天共清理下水道7607米，运弃淤泥22
立方米。

民间救援力量驰援临高

本报临城8月20日电 （记者刘笑非 杜
颖 李佳飞）“东西收拾好就准备撤了，后续还在
准备支援物资，灾情统计周一能完成吗？赈灾
物资得马上准备了！”赶着太阳西沉，已经在临
高奔波了两天的三亚市红十字会灾害应急救援
队队员们没来得及休整，就要赶回三亚筹备赈
灾物资。近日，在临城镇的各个角落，三亚救援
队、绿舟救援队、蓝天救援队、越野e族……从
三亚、海口、儋州各地赶来的民间救援力量穿梭
在洪水里，尽力回应着每一条求助的讯息。

“刚在白沙进行了台风救援演练，这实战的
机会就来了。”三亚红十字会灾害应急救援队队
长陈锐的话虽轻松，却掩盖不住整整两天火线
驰援灾区的紧张。19日上午到达临高的他们，
接到了前往临高县人民医院接送病患的任务。
随后的整整一夜，靠着两艘橡皮艇，16名到达
现场救援的队员用最原始的方式将460余名病
患接出或送进医院，而此时距离他们接到命令，
仅仅过去不到30个小时。

19日下午的临城镇一片汪洋。“兄弟手机
有信号吗？我联络不上同伴了！”积水半米的路
边，一位绿舟救援队的队员拖着橡皮艇，焦急地
向路过的群众求助，他要发出的是一条有孩子
被困的讯息，此时的临城镇，通讯早已衰弱多
时。就这样牵着皮艇在湍急的水里前行，皮艇
醒目的黄色终于引起了同伴的注意，照着他的
讯息，被困多时的孩子紧急送往附近安置，体力
透支的他就地躺下，任由污浊的洪水拍打他的
身体。他太累了，甚至来不及问他的名字。

待到洪水退去，已不见他们的踪影，他们回
到了各自的岗位上，随时准备着对下一条求助
讯息作出回应。

加大平价菜投放力度

海口12种平价菜均价低于市场均价44%

“电母”袭击过后，百姓仍如往常吃上平价菜，源于三亚逐步建立蔬菜保供稳价模式

政企携手稳菜篮 不惧狂风和暴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