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方电网海南公司

启动防风防汛
IV级响应

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朱玉）今天17时，南方电网海
南公司启动防风防汛IV级响应，全力做
好防范今年第20号台风“卡努”工作。

据悉，南方电网海南公司高应
急值班人员已按要求到位，重要电
力设备设施、重要用户供电设施的
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也全面铺开。并
做好电力应急装备及工器具的检查
维护，落实应急抢修队伍，为快速抢
修做好准备。

省减灾委

切实做好台风
防范应对工作

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记者刘
操）省减灾委员会办公室今天下发通知，
要求各市县减灾委、省减灾委各成员单
位切实做好今年第20号台风“卡努”防
范应对工作，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

省减灾委要求，各有关部门、各
市县要高度重视，加强应急值守，坚
持领导干部在岗带班24小时专人
值班制度，强化防范措施和落实人员
责任，及时向社会公众发布预报预警，
做好救灾应急准备工作；要根据台风
的发展趋势，及时转移居住在危旧房
屋、低洼危险地段、山洪易发区等区域
的群众，注意防御台风可能引发的厂
房工棚、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树
木等倒塌灾害，做好船只回港避风、
渔排人员上岸避险等工作，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关注台风“卡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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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规划通过专家评审

本报嘉积10月13日电（记者丁平 原中倩
通讯员符丹丹）记者从10月12日在琼海市召开
的全省公共信息导向系统标准化建设推进会上了
解到，目前全省共有9个市县政府和部分行业主
管部门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规划工作进展顺利。琼
海率先高标准完成了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规划送审
稿（下简称规划送审稿）的编制工作并通过专家评
审，成为《海南省全面推进公共信息导向系统标准
化建设实施方案》出台后第一个规划通过专家评
审的市县。

据了解，建设公共信息导向系统，将为琼海发展全
域旅游提供坚强保障，同时也为百姓出行提供方便。

省质监局副局长符坚介绍，琼海市的规划，从
博鳌机场到博鳌镇的规划设计细致到了具体标志
的点位，既体现了海南特色，又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全省公共信息导向系统标准化建设推进会还
对下一步如何做好全省公共信息导向系统建设作
出安排，要求各市县政府按照省政府要求进行规
划编制工作，在确定编制机构的前提下，依据相关
技术文件形成规划稿，做好征求意见、专家评审工
作；质监、工商、旅游委等18个行业主管部门要按
照省政府批准印发的实施方案，负责相应公共场
所公共信息导向系统建设的指导、监督工作，并尽
快拿出指导意见、实施方案、规划。

三亚入选中国十大
最受欢迎旅游目的地

本报三亚10月13日电 （记者林
诗婷）今天，在杭州临安举办的中国旅
游目的地暨旅游小镇发展大会，公布了

“2017中国十大最受欢迎旅游目的地”
榜单以及“2017 中国十大最受欢迎旅
游小镇”名单，三亚入选“2017中国十
大最受欢迎旅游目的地”。

据悉，本次旅游盛会由中国风景名
胜协会和中国旅游研究院联合指导，浙
江省旅游集团、杭州市旅游委员会和浙
商总会旅游委员会共同主办，会上对外
发布了《2017中国旅游目的地发展报
告》和《2017中国旅游小镇发展报告》。

据介绍，三亚作为海南唯一入选目
的地，有力助推鹿城旅游知名度、影响
力不断提升。

省东部精神卫生中心
年底投入使用

本报嘉积10月13日电（记者丁平 通讯员郑
茜圆）今天下午，记者从海南省残联获悉，由海南省
安宁医院和省国营东红农场合作建设的省东部精
神卫生中心项目，预计今年12月底投入使用。

据了解，2013年9月27日，省安宁医院与农
垦东红农场举行合作建设省东部精神卫生中心签
约仪式，正式启动省东部精神卫生中心项目建
设。省东部精神卫生中心建设项目作为省政府重
点项目之一，该项目位于琼海市内国营东红农场
医院内，项目概算总投资 9983.29 万元，占地
49.13亩，总建筑面积为23482.03平方米，设置床
位420张。项目计划于2017年12月底竣工验收
并投入使用。

据介绍，目前该项目土建工程的部分已经全
部完成，接下来主要是二期的装修。今年11月-
12月，省东部精神卫生中心将进行医疗设备调试
和安装。与此同时，该中心人才招聘工作已经完
成第一阶段的笔试，12月份可实现人才上岗。

省人民医院与海南现代
医疗集团组成医联体

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记者符王润）今天
上午，海南省人民医院与海南现代医疗集团正式
组成医联体并挂牌。这也意味着省人民医院与
海南现代医疗集团旗下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
海南现代妇婴医院、海南现代泌尿专科医院等3
家医院的合作，将从对口帮扶、技术协作进入到
了一个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互助发
展阶段。

据介绍，2017年海南省人民医院提出面向全
省实施“3+2+1”的医联体方案，即通过三级医院、
二级医院、一级医院纵向整合组建，建立半紧密型
的托管模式、紧密型的集团模式、松散型的对口支
援模式和互惠互利型的技术合作模式。目前省人
民医院已与省内29家医疗机构组成了医联体，海
南现代医疗集团旗下3家医院也正式成为省人民
医院医联体成员单位。作为医联体的主体医院，
省人民医院将从医院管理、人才培养、专科扶持、
技术提升、双向转诊、资源共享等六大方面对海南
现代医疗集团各医院进行指导和帮扶；并建立双
向转诊绿色通道，方便患者就医。

为解决优质医疗资源都集中在大医院、大城
市，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不强；医疗机构之间相互割
裂，各管一段，存在服务空白等问题，省卫计委联
合省医改办出台了《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的
指导意见》，提出建立医联体，让优质的医疗资源
纵向流动。到2020年，全省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和
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进入医联体。

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记者
叶媛媛 通讯员符晓虹 李凡）记者
今日从省气象台获悉，今年第 20
号台风“卡努”将于15日傍晚到夜
间在海南三亚到广东湛江一带沿
海地区登陆（12级～13级），最大
可能在海南东部沿海地区登陆。
受“卡努”和弱冷空气共同影响，14
日～16日，海南将出现一次强风雨
过程。省气象局今日18时继续发
布台风三级预警。

今日17时，“卡努”中心距离万

宁市东偏南方向约930公里南海东
部海面上。省气象台预计，“卡努”将
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海南
岛东部和广东西部一带沿海靠近，强
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台风级（12级
～13级），将于15日傍晚到夜间在海
南三亚到广东湛江一带沿海地区登
陆（12级～13级），最大可能在海南
东部沿海地区登陆，也不排除掠过海
南岛南部近海趋向越南北部。

受“卡努”和弱冷空气共同影
响，14日～16日，南海中北部海域

和海南岛四周海面风力较大，海南
岛陆地将有一次明显的风雨过程。
陆地方面，预计14日，海南岛北部、
中部和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
暴雨，南部和西部地区有小到中
雨。15日，海南岛五指山以北地区
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
暴雨，五指山以南地区有暴雨。16
日，海南岛西部地区有暴雨、局地大
暴雨，其余地区有中到大雨。

预计 14 日～16 日降雨量，海
口、澄迈、定安、文昌、琼海、万宁、屯

昌、琼中、临高、儋州、白沙、昌江、东
方和五指山等市县150毫米～250
毫米，局地雨量可达350毫米，陵水、
三亚、保亭和乐东等市县100毫米～
150毫米。

另外，14日夜间～16日，海南
岛北部、东部和南部沿海陆地伴有
10级～12级大风，其余陆地伴有8
级～10级大风。

省气象部门提醒，在南海中部、
北部海域以及海南岛近海海面的船
只需迅速回港避风；注意防范强降水

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以及中小河流
洪水、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有关部
门需及时对道路绿化树木等进行修
剪和防风加固，对临时构筑物和户外
广告牌进行加固和清理；有关部门应
根据台风影响情况适时关闭旅游景
区有关涉水、涉海、涉高空及登山等
旅游项目；相关部门要注意做好高水
位水库的巡查、调度和群众转移准备
工作，特别是已经超警戒水位的江河
沿岸地区和一些低洼地带，要及时将
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

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记者计
思佳）今天下午，海口市召开学习厦门
经验共商建设美好新海南通气会，邀请
了社会各界代表为海口在推进城市更
新过程中如何向厦门“取经”建言献策。

据了解，10月6日到7日，省委
省政府专门组织考察团赴厦门考察
学习，学习借鉴金砖厦门会晤筹备服
务保障和城市“五化”建设等方面的
成功做法和先进经验。

通气会上，海口市副市长任清华
首先发言。她表示，厦门在城市立面改
造中，为了取得老百姓的理解，街道干
部拿着改造前后效果图去市民家中宣

传，得到市民认可后再由点到面全面铺
开。同时，厦门注重业态活化效果，进
行产业转型升级，在延续文脉的基础
上，也收获了经济效益。

海口市副市长孙芬谈了对标厦门
推进海口户外广告牌治理体会。孙芬
说，海口在进行广告牌匾整治工作中，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不管涉及哪个部
门，只要不符合规定的一律拆除。同时
靠前服务，赢得企业的支持与理解。

社会各界代表也谈了对海口推进
城市更新工作的建议。海口市人大代
表、博爱街道三亚社区居委会主任谢容
芳说，海口在绿化、美化方面，要长远规

划，种植的植被、花草要凸显城市特色。
海南华普森投资集团董事长王振

现场分享了自己家乡的建设经验，他
说，连续12年，鄂尔多斯市民每天上午
10点都能收到一条短信：请做文明市
民。“这样的宣传如果能坚持12年，肯
定能取得效果。”

“海口正在进行广告牌整治，希
望政府能指导受影响的广告企业进
行转型升级。”智美飞扬广告公司总
经理张秀萍说。对此，海口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顾刚支招：“随着手机
的普及，每个人都有一个移动的‘广
告屏’。就看我们能否利用好。”

“没有自己的特色就没有生命力。”
省城乡规划委员会专家委员葛守信说，
城市更新更重要的是思路的创新。厦
门能取得巨大发展成效，就是因为在思
路创新上有独特之处，海口在取经的基
础上，要深入挖掘自己城市的特色。

通气会最后，海口市市长倪强总结
说，厦门精细管理，打造精致城市，有很
多经验值得海口学习。海口将加快城
市建设，按照“世界眼光、国际标准、高
点定位、海口特色”的标准，国内主要学
厦门，国际主要学新加坡，把城市更新
作为打造“双创”升级，建设国际化滨江
滨海花园城市的重要抓手。

本报三亚10月13日电（记者
孙婧）今天上午，三亚市三防指挥部
召开防御台风“卡努”工作视频会
议。记者从会议上获悉，今年三亚
雨量充沛，当前全市水库90%处于
高水位，土壤饱和、防御难度大。台
风“卡努”影响三亚时风力可能达到
12级至14级。对此，该市三防指挥
部从今天13时起启动防汛防风Ⅳ

级应急响应，并对下一步防御重点
作出部署。

基于三亚目前的情况，大中型
水库、曾经出险的小型水库和农垦
移交的水库是巡查排查重点对象，
要确保水库100%安全度汛。

根据部署，海事部门负责引导渔
船进入崖州中心渔港避风，确保各类
船100%安全；各区、市国土局将加

强对山体滑坡、泥石流、滚石、低洼易
涝等区域的排查，落实应急预案，做
好人员的安全转移准备工作；住建局
将建筑工地的防风安全作为重点，及
时通知各物业小区和无物业管理的
小区做好修剪树木等防风工作；旅游
部门做好游客、景区景点的防风工
作，按照防台风应急响应的要求，适
时关闭景区景点，疏散清理游客，禁

止观海观浪和下海游泳，确保游客、
景区景点100%安全。园林部门提
前开展行道和供电线路两侧树木的
加固修剪工作，并做好应急清障排险
的准备；电力、通讯、供水、供气（油）
等部门提前准备各项应急保障工作。

据悉，三亚已加强值班值守，确
保政令畅通，应急队伍也做好充分
准备，随时接受三防办调度。

部署防御措施 加强值班值守

三亚启动防台Ⅳ级应急响应

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记者
郭萃）记者从海口市菜篮子集团获
悉，为应对今年第 20 号台风“卡
努”，该集团迅速组织货源紧急采
购，目前已储备调运约700吨蔬菜
供应市场，储存菜品种13个以上，
预计从今天开始每日向集团旗下末
端网店投放平价菜数量约100吨-
150吨。

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海口
市菜篮子集团迅速组织货源应急采
购，加强蔬菜瓜果的调运储备投放
工作，计划每天组织从岛外的山东
寿光集团、甘肃农垦集团、湖南株洲
外延保供基地等调运土豆、莲花白、
冬瓜、南瓜等常用储备蔬菜；岛内从
新坡、菜篮子自有基地及其他保供
基地抢收菜心、空心菜、地瓜叶等本

地叶菜。
截至10月13日9时，岛内岛外

合计共调运200吨蔬菜，冷库库存
为 500 吨，合计储备调运量约为
700 吨，储存菜品种确保 13 个以
上，每日向市场供应蔬菜50余种，
其中叶菜14种左右，保障各末端网
点供货量稳定。琼州海峡恢复通
航后将有200吨蔬菜进岛，尽快恢

复蔬菜市场正常供应。
此外，该集团积极做好强风暴

雨来临前蔬菜的抢收工作，及时抢
收正值上市期的蔬菜，将抢收蔬菜
放入冷库，减少生产损失。截至16
时，菜篮子蔬菜种植基地组织增派
人手抢收本地叶菜共计 16.5 吨。
另有待采收叶菜23吨，将于台风登
陆前采收完成。

迅速组织货源紧急采购

海口储备700吨平价菜供应市场

台风“卡努”已进入南海东部海面，全省多个市县将迎强降雨

省气象局发布台风三级预警

学习厦门经验 深挖自身特色

海口邀请代表为推进城市更新建言献策

本报椰林10月13日电（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符宗瀚）今晚8时，陵
水黎族自治县召开防御第20号台
风“卡努”工作部署会，落细落实各
项防御措施。陵水按照5个100%

要求部署各项工作，即出海作业的
渔船100%回港、回港渔船上的渔民
100%上岸、危房和低洼地区住户
100%转移、景区游客100%撤离、水
库工程100%安全度汛。

今天下午6时30分，陵水启动
防汛防风Ⅳ级应急响应。截至当日
下午4时，陵水1958艘渔船已全部
回港避风，其中 1956 艘在省内避
风，2艘在广东省避风。渔船渔排人

员上岸避风共计6211人。目前，该
县各水库运行正常。其中13宗水
库正有序提前泄洪，预计腾出的库
容约1100万立方米，保证能有效应
对强降水天气。

陵水1958艘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

聚焦全省交通安全专项整治

使用伪造年检合格标志

一司机被拘留5日
本报那大10月13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

员邓礼华）本以为花600元钱办个假证，从此以后
可以上路无忧的，哪知会被儋州交警识破！今天，
置身于拘留所的驾驶人卢某，面对罚款5000元、
拘留5日的处罚，表示很后悔。

10月12日9时50分许，儋州警方接省公安
厅交警总队缉查布控系统预警通知，一辆涉嫌逾
期未年检银色轻型仓槽式货车，正驶入儋州境
内。儋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指挥中心立即通知
路面各执勤点，组织警力设卡拦截。10时 20
分，儋州警方在儋州市东成路段成功拦截该车
辆。民警检查时发现，车辆行驶副证显示已经年
检，而且还贴有年检“合格”标志。出于谨慎，执
勤民警对该车进行网上查询，发现该车早已脱
审，所谓的年检“合格”标志是伪造的。民警立
即将该车辆扣留。

经民警询问，驾驶员卢某对使用伪造的检验
合格标志、未按规定检验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警方遂对其作出上述处罚。

迎战“卡努”
⬆10月13日下午，在海口市美兰区海甸

岛一小区内，工作人员正在修剪树枝防台
风。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10月13日傍晚，大量渔船停泊在琼海
潭门渔港避风。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