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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酒泉10月16日电（记者李国利 陈曦）
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将于10月17日7时30分发射，
飞行乘组由航天员景海鹏和陈冬组成，景海鹏担任指
令长。其中，航天员景海鹏参加过神舟七号、神舟九号
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陈冬首次参加载人飞行任务。

据介绍，神舟十一号飞船入轨后，两天内完成与天
宫二号的自动交会对接，形成组合体，航天员进驻天宫
二号，组合体在轨飞行30天。 （更多报道见A09版）

神舟十一号7时30分发射

航天员景海鹏陈冬
今起遨游太空

还有 天15
距全省高污染排放
机动车禁行

本报海口10月16日讯（记者陈彬）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时间紧迫、任务艰巨，打赢这场脱贫攻坚
战，对我省而言，无疑是一项硬任务。

开对“药方子”，才能拔掉“穷根子”。这场攻坚战
怎么打？从中央到海南都出台了一系列好政策。为
了便于广大读者了解掌握这些政策，在10月17日我
国第三个扶贫日到来之际，本报推出特刊《脱贫攻坚
政策读本》，既有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脱贫攻坚的决策
部署，也有海南省贯彻实施的“总战略图”，还涵盖了
我省各行业部门制定的特色产业扶贫、旅游扶贫、劳
务输出扶贫等行动计划。特刊共12个版，内容丰富
权威、版面生动悦读。

对于我省各级领导干部来说，这是一份“作战手
册”，便于掌握各项政策，明晰目标、精准施策；对于
广大农村百姓来说，这是一套“民生百科”，事关他们
衣食住行的“干货”满满当当，一目了然。敬请读者
关注。 （见T01-T12版）

本报今日推出特刊
《脱贫攻坚政策读本》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单憬岗

海口在变，这是一年来市民们最
深刻的感受。

马路上，横冲直撞的电动车少
了，斑马线前机动车常会礼让行人；
车站候车室里，吸烟吐痰的不见了，

“红马甲”志愿者在为旅客提供周到
服务；小吃店里，脏乱差的后厨不见
了，大家吃得放心……行走在椰城，
随处可见文明在人与人之间传递的
美好画面。

“海口一年多来的变化非常大，我对
海口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充满信心！”今
天，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夏伟东率中

央文明办调研组一行，在省委常委、宣
传部长许俊，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
孙新阳的陪同下，调研海口“创文”工
作，对海口的成绩表示充分肯定。

长效机制管出有序环境

8月1日，在解放西路金棕榈广
场，一个市民随手将烟头丢在地上，

城市执法人员立即上前制止并开出
罚单。这是《海口市爱国卫生管理办
法》自今年6月1日颁布实施以来，开
出的首张个人违规行为罚单。

抽烟、随地吐痰、吐槟榔渣……
过去，在海口街头经常可见这样的不
文明行为。“有了《海口市爱国卫生管
理办法》，我们执法人员有底气多了。”
海口东站综治办执法人员林明伯说。

“文明是管出来的。”夏伟东认
为，市民的文明素养是在城市的良好
管理体系下养成的，是依法依规“管”
出来的。

海口对电动自行车的管理是另
一个良好案例。海口上牌电动车的
数量如今已超50万台，启动“双创”
模式前，电动车逆行、超载、闯红灯等
不文明现象屡禁不止。去年8月起，

海口交警大力整治电动车的交通违
法行为，如今，海口的电动车交通秩
序大为改观。市民杨女士说，交通秩
序好转后，她放心地让上初中的女儿
自己上下学了。

“真是翻天覆地、脱胎换骨！”今
天下午，在海口市龙舌坡调研的中央
文明办二局局长吴向东感叹道。去
年开始， 下转A06版▶

建立长效管理机制、营造文明向上的社会氛围，海口推出系列举措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让文明因子在血液里流淌

本报海口10月16日讯 （记者
彭青林 周元）随着今年第21号台风

“莎莉嘉”步步逼近，海南全省各地严
阵以待，迅速行动起来。省委书记罗
保铭今天作出批示，要求全省各级党
委、政府要坚决落实汪洋副总理重要
批示精神，尽最大努力降低“莎莉嘉”
可能造成的损失。省长刘赐贵今晚
赴省“三防”指挥调度中心紧急召开全
省防御第21号台风“莎莉嘉”工作视频
会议，全面部署我省防御“莎莉嘉”的
各项工作，决定从17日凌晨1时起全
省启动防风防汛Ⅰ级应急响应。

会议传达了国家防总总指挥、副
总理汪洋对防御“莎莉嘉”工作的重
要批示精神和罗保铭对做好我省防
御工作的批示要求。

罗保铭在批示中强调，今年第
21号台风“莎莉嘉”，强度大、移动
快，预计将给我省带来严重影响。全
省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决落实汪洋副
总理重要批示精神，立足于抗击超强
台风登陆，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
心理，紧急部署、早做准备，切实加强
水库库容调节、排查除险、及早组织
渔船回港避风，及早处置城市道路、
树木、高空建筑、广告牌的安全隐患，
做好电力、供水、通讯防护，及早转移
台风登陆地点和低洼危险地带群众，
及早防范山体滑坡带来的次生灾害，
尽早准备好抢险救灾物资。

罗保铭在批示中指出，各级领导
干部要以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极端负责的精神，在岗在位、果断决

策、一线指挥、尽职尽责，全省上下众
志成城，团结一心，尽最大努力降低

“莎莉嘉”可能造成的损失，坚决夺取
抗击台风的全面胜利！向全省奋战
在抗击台风一线的各条战线同志们
致以最诚挚的慰问和敬意！

自“莎莉嘉”生成以来，省委、省
政府对台风发展密切关注，对防御工
作高度重视、提前部署。14日，省政
府召开专门会议研究部署“莎莉嘉”
防御工作；15日，刘赐贵就防御工作
作出批示，要求克服麻痹大意思想，
抓早抓细各项防御工作。省“三防”
总指挥部启动防风防汛应急预案，明
确了水库度汛措施，派出8个工作组
赴有关市县检查指导防御工作。各
市县也迅速采取行动，三亚按照“防

大风、救大灾”要求全面启动各项防
风工作；三沙市驻岛各单位层层落实
防御部署；海口等10市县已召开防
风工作会议落实相关工作。

刘赐贵指出，“莎莉嘉”风力强、
移动速度快、路径稳定、覆盖范围广、
危害大，在我省登陆前很有可能再次
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全省上下都要高
度重视防御“莎莉嘉”的工作，早作预
防，把各项防风工作抓早抓细抓实。

刘赐贵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
紧急动员起来，全力投入防范行动。
要认真贯彻国家防总总指挥、副总理
汪洋对防御“莎莉嘉”工作的重要指
示精神，切实落实罗保铭书记对做好
防风工作的批示要求，按照防风防汛
Ⅰ级应急预案的规定履行好各自防

风工作职责，根据省委、省政府的总
体工作部署，立即对各自领域的防风
工作作出具体安排。要把防风减灾
与脱贫攻坚工作结合起来，加强对贫
困户特别是危房户的走访巡查，防止
已脱贫群众因灾返贫。

刘赐贵指出，减少灾害损失是加强
防御工作的主要目的，如果台风损失以
后再来考虑救灾，那是一种被动的工作
方式。防御“莎莉嘉”就要“以防为主”，
推动防灾减灾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
注重灾前预防转变，最大程度减少灾害
损失，从根本上提升防灾减灾能力。首
先要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防风工作的
第一位，明天天黑前确保所有需要转移
的群众全部转移到位。 下转A02版▶

(更多报道见A02、A03版)

全省防御第21号台风工作视频会议强调

众志成城防御台风“莎莉嘉”
罗保铭对防风工作作出批示：早作准备 在岗在位 尽最大努力降低可能造成的损失
刘赐贵全面部署我省防风工作：全民动员 全面防范 全力投入防御“莎莉嘉”的行动

本报讯 据央视天气预报栏目
10月16日播报，针对不断靠近的今
年第21号台风“莎莉嘉”，10月16
日下午，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
灾害二级应急响应。下午6时，中央
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未
来“莎莉嘉”将逐渐向海南岛东南沿
海靠近，并将于18日中午前后在海

南琼海沿海到三亚沿海一带登陆，
登陆时的强度可能将达到强台风级
甚至是超强台风级。

预计未来三天，“莎莉嘉”将给
海南制造的风尤为猛烈，海南大部
地区都将遭受重度到严重的破坏，
尤其是东部到西南沿海还将遭到极
为严重的破坏。

除了风之外，17日，海南的雨势
将加大，海南的中东部将出现中到
大雨，18日将是“莎莉嘉”制造风雨
最强的时段，届时在海南、广东以及
广西南部都会普遍出现大到暴雨的
天气。其中在雷州半岛南部和海南
大部是大暴雨，特别是在海南的中
东部地区，将会遭遇特大暴雨。

“莎莉嘉”登陆时或将达强台风甚至超强台风

海南大部地区将遭受重度到严重破坏

新华社印度果阿10月 16日电
（记者俱孟军 陈贽 霍小光）16日，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会晤在印度
果阿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印
度总理莫迪、南非总统祖马、巴西总
统特梅尔、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5

国领导人围绕“打造有效、包容、共同
的解决方案”主题，就金砖国家合作
及其他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
深入交换看法，达成广泛共识。

习近平发表了题为《坚定信心
共谋发展》的重要讲话，积极评价金

砖国家合作10年发展取得的丰硕成
果，就金砖国家共同应对国际大环境
带来的挑战提出倡议，强调中方愿同
各方一道，携手规划金砖国家发展新
蓝图， 下转A08版▶

(相关报道见A08版)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会晤并
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携手规划金砖国家发展新蓝图
中国将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

■ 本报评论员

今年第21号台风“莎莉嘉”预计将
于18日登陆我省东南部沿海地区，一
场狂风暴雨即将来临。在台风到来之
前，各地、各部门和广大干部要紧急动
员起来，全面落实全省防御第21号台
风“莎莉嘉”工作视频会议精神，加强
部署、早做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御工
作，奋力打赢这场防风防灾的硬仗！

本次台风强度大、移动快、覆盖
广，危害大，将对海南带来严重影
响。我们要立足于抗击超强台风登

陆，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切
实加强各方面的防范工作。各相关
市县要及时转移台风登陆地点和低
洼危险地带群众，及早组织渔船回港
避风，及早加强水库库容调节、排查
除险，及早防范山体滑坡带来的次生
灾害；各相关部门要及早处置城市道
路、树木、高空建筑、广告牌的安全隐
患，及早准备好抢险救灾物资，提前

做好电力、供水、通讯防护；广大干部
要立即动员群众、动员社会各界行动
起来，及早做好相关防范工作，等
等。灾害面前，来不得一丝一毫的粗
心大意。任何一点“想不到”“没想
到”，都有可能带来财产甚至是生命
的损失。我们要借鉴两年前抗击超
强台风“威马逊”的成功经验，全力将
防范工作做全、做细、做实。

防止灾害发生的最好办法是做
好预防。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
前预防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
灾害风险转变，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领导小组第二十八次会议上通过的

《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
革的意见》中强调的理念。做好对这
次强台风的防范，就是贯彻这样的理
念的一次极好实践。各地、各部门要

高度重视防范台风工作，要将之作为
积累防灾经验、提升防灾能力的难得
机会，全面部署防灾举措，全面演练
防灾力量，全面优化防灾机制，为抗
击超强灾害做好一切准备。

防范台风，各级党员干部要冲在
前面，发挥战斗堡垒的作用。危急时
刻，需要各级党员干部冲得出来、抗
得住压、负得起责、 下转A06版▶

全力以赴防范台风灾害

本报海口10月17日凌晨1时
讯（记者周晓梦 彭青林）今年第21
号台风“莎莉嘉”将于18日中午前后
以强台风或超强台风级在琼海到三亚
一带登陆，中心风力14级到16级，登
陆后将穿过本岛陆地，18日夜间进入北
部湾海面。17日到18日全岛有大暴
雨到特大暴雨，陆地有11级以上大风，

阵风14级到16级。省政府10月17日
1时发布台风及暴雨一级红色预警。

据了解，今年第21号台风“莎莉
嘉”16日20时在距离陵水黎族自治
县东偏南方向800公里的海面上，中
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38米/秒），强
度继续加强，17日中午前后从西沙
永兴岛北部海面经过，18日白天将

在琼海到三亚一带沿海地区登陆，登
陆强度可达强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级
（14级～16级，45～52米/秒）。

根据《海南省防汛防风抗旱应
急预案》有关规定，省“三防”总指挥
部决定从10月17日1时起将防汛
防风Ⅱ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防风
Ⅰ级应急响应。

我省发布台风及暴雨一级红色预警
启动防汛防风Ⅰ级应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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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筹备到圆满完成113例手术，
海南“光明行”第二次活动仅用时13天

用海南速度
添中柬佳话扛国家担当

（图片来源：央视截图）

““莎莉嘉莎莉嘉””大风破坏力预估大风破坏力预估
（（1010月月1616日日2020时时~~1010月月1919日日2020时时））

轻度破坏
中度破坏
重度破坏
严重破坏
极严重破坏

海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