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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7日 全岛有大到暴雨，其中北部、中部和西部的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

8日 五指山以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五指山以南地区有小到中雨

9日～10日 受台风残余环流和季风云系影响，全岛有小雨，局地中到大雨

6日～8日，全岛白天最高气温，28℃～31℃
9日～10日，全岛白天最高气温，32℃～34℃

另外，6 日～8 日海南岛四周

沿海陆地伴有8～10级大风，

内陆地区伴有6～8级大风

停运的列车车次为

1 6月3、4、5、6日北京西开往三
亚方向Z201次列车运行至广州站终止，
6月4、5、6、7日三亚开往北京西方向
Z202次分别改为6月5、6、7、8日在广
州站始发

2 6月3、4、5、6日哈尔滨西开往海
口方向Z111次运行至广州站终止，6月
4、5、6、7日海口开往哈尔滨方向Z112
次改为6月5、6、7、8日在广州站始发

3 6月4、5、6、7日长沙开往海口方
向K1167次运行至佛山站终止，6月4、
5、6、7日海口开往长沙方向K1168次分
别改为6月5、6、7、8日在广州站始发

4 6月2、3、4、5日长春开往三亚方
向Z385次运行至广州站终止，6月5、
6、7、8日海口始发的Z386次改为当日
在广州站始发

5 6月3、4、5、6日郑州开往海口方
向K457次运行至塘口后改为到湛江站终
止，6月5、6、7、8日海口始发的K458次
改为当日在廉江站始发

6 6月3、4、5、6日上海南开往海口
方向K511次运行至佛山站终止，6月4、
5、6、7日海口始发的K512次分别改为
6月5、6、7、8日在广州站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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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台风天气影响

进出岛列车今天下午起停运
本报海口6月3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徐武）记者从海南铁路有限公司获悉，受台风天气
影响，进出岛旅客列车6月4日15时开始停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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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两处违法养殖场
自行拆除相关建筑物

本报定城6月3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陈春羽）日前，定安县综合行政执法
局和定安县定城镇联合对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案
件落实整改情况进行回访，经过普法宣传及沟通，
定城镇排坡村、杨墩坡村两处违法养殖场的业主
主动配合，完成养殖场建筑物的自行拆除工作。

经调查，定城镇排坡村一处近600平方米的鸽
子养殖场与杨墩坡村一处239平方米的养猪场均
违反了《海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排
放的动物排泄物、污水及气味等对周边环境造成了
污染破坏。对此，执法人员耐心地做两处养殖场业
主的思想工作，并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对两处违
法养殖场作出行政处罚，限业主在5至7天内完成
养殖场相关建筑物的拆除工作。日前，两处养殖场
的业主在执法人员的监督下，自行完成了拆除工作。

中央环保督察整改进行时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5月31日早上8时许，南方航空
海南分公司机长钟璧蔚来到南方航空
公司美兰基地飞行准备室，与飞行组
成员一同阅读飞行材料，做起飞前的
最后准备。近两个小时后，他将驾驶
飞机载着乘客从海口飞往广州，接着
飞往泰国普吉岛。

“每次飞国际航班，我们都要做比
飞国内航班更多的准备工作。飞越国
境之后，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处理起来
要复杂许多。”尽管多次执飞过这一航
班，钟璧蔚说自己还是不敢懈怠，他和
机组成员一遍遍核对航前检查单、任务
书、出入境资料、飞行计划等各项信息，
详细了解有关普吉岛机场的管理细则、
进离港程序及最新的航行通告。

2012年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
业后进入南航至今，钟璧蔚成了名副
其实的“空中飞人”，他已经在空中累
计安全飞行了5200多个小时。去年，
年仅27岁的他正式成为一名机长。

“晋升机长后，压力和责任更大
了。”1990年出生于儋州的钟璧蔚告诉
记者，如果说飞上蓝天是自己青春年少
时的梦想，那么现在他最大的心愿便是
尽最大努力让每一次飞行都能平安顺
利，让每一位旅客安全抵达目的地。

飞行员是航空安全的最后一道关
卡，常常被喻为“安全守门员”，对专业
知识有着很高的要求。钟璧蔚说，记
得大学第一堂课，老师讲到了“慎独”
二字，自己那时并不完全懂得这两个
字的真正含义，直到走上工作岗位才
慢慢明白，飞行员是一个要不停学习

和吸收新知识的职业，更是一个讲究
学以致用的职业。

不管是大学期间专业知识的学
习，还是每一次执飞前的严格检查，每
半年参加一次的复训，都是为了保障
旅客安全。在数千个小时的飞行中，
钟璧蔚的应变能力和判断能力得到不
断提升，这也是一名合格飞行员的必
备素养。“比如说在飞行中，一个发动
机坏了，液压系统随后也可能出现故
障，飞行员就必须作出判断，马上进行
应对。如果系统只显示了发动机失效
的提示，那么飞行员就要想得更远、更
周全一些，考虑其他环节是否也会出
现问题。”

怀着对生命和这份职业的敬畏，
钟璧蔚告诫自己必须认真严格地对待
每一次飞行。今年春运期间，只有8
个月机长飞行经验的钟璧蔚就被安排
参与春运航班执飞，这也是他第四次
春节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2018年春运期间，雾锁琼州海
峡，能见度很低，给执行飞行任务增加
了很大难度，也增添了很多工作量。

恶劣天气不仅带来航班的延误，也给
每一个民航人带去了考验和挑战。在
这场大考中，钟璧蔚坚守岗位，最多每
天飞7.5个小时，并积极与公司、空中
管制保持良好沟通，耐心细致地做好
乘客安抚工作，为乘客提供优质服务。

“简单的事情重复做，重复做的事
情不简单。”钟璧蔚告诉记者，他希望
自己可以深入学习气象学等专业知
识，不断提升自己，努力把安全和信任
通过每一次平稳的起航和着陆传递给
每一位旅客。（本报海口6月3日讯）

南方航空海南分公司28岁机长钟璧蔚累计安全飞行5200多个小时

全力以赴当好航空安全“守门员”
时代的奋斗者时代的奋斗者

近日，在海口市红城湖环
湖路十字路口，工人在安装太
阳能移动交通信号灯。目前，
海口多条路段的十字路口都安
装了太阳能红绿灯。与普通信
号灯相比，太阳能交通信号灯
更环保、节电，因具有蓄电功
能，在安装时不需要铺设信号
电缆，可有效避免施工造成断
电等情况发生。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本报海口6月3月讯（记者陈蔚
林 通讯员高春燕）据省气象部门预报，
今年普通高考及高中基础会考期间，我
省将有强雷雨甚至台风天气。为确保
考试顺利进行，省教育厅结合我省高考
和会考期间的天气状况实际，就做好应
对恶劣天气工作进行部署。

省教育厅要求，各市县教育（教
科）局要成立领导机构，及时了解掌握
省气象部门发布或省考试局通报的气
象信息，确保应对台风、强雷雨天气的
信息畅通，及时防范、有序应对。要立
即研究制定应急预案，注意防范强降

雨可能带来的交通等次生灾害的影
响，确保考生及考场的防汛安全。

省教育厅还就及时处置各类突发
事件作出安排：第一，如出现强降雨引
起考点周边道路严重积水的情况，要协
调相关职能部门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
引导，避免因道路积水而影响考生赶
考，并在考点大门口安排专人引导迟
到考生及时进入考场；第二，如考生在
入场实施身份验证时，遇到台风、强雷
电、强暴雨等恶劣天气，各考点主考可
视具体情况，引导考生先进入考场，在
考场内对考生实施身份验证和安检；

第三，各市县可以通过手机短信、微信、
公告等方式提前告知每位考生考试期
间的天气情况，提醒考生遇到台风、强
降雨、雷雨天气时应提前到达考点，灵
活调整赶考路线，保证按时应考。

省教育厅强调，各市县教育（教科）
局要做好台风、雷雨天气英语听力考试
的应对工作。6月8日上午考试结束
后，各考点务必通知考生下午按规定
时间到达考场，防止因台风、强雷雨天
气或其他不可预知的意外原因导致考
生迟到而不能参加英语听力考试。遇
台风、雷雨天气情况，英语听力考试时

要及时关好教室门窗，英语听力考试
结束后再开门开窗；要安排英语教师
监听英语听力播放效果，并通过视频
监控巡查各考场考试实施情况，确保
英语听力播音完整清晰。如遇台风、
雷雨天气影响播放效果等特殊情况，
要及时准确做好播放情况记录和研判，
并在第一时间向省考试局报告，经省考
试局批准方可做出应急处理。

各市县教育（教科）局要严格落
实领导带班值班和24小时值班制
度，确保信息畅通，及时上报突发性
事件等信息。

省教育厅部署应对高考期间恶劣天气——

可视情况引导考生先进考场后安检

本报海口6月3日讯（记者叶媛
媛 通讯员林俊汝 李凡）记者今天从
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高考和高中基

础会考期间，受即将生成的今年第4号
台风影响，我省将出现强风雨天气。

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台风天

气将给考生及家长出行带来诸多不
便。建议考生和家长：出门带好雨
具，注意防御雷电；强降雨可能造成

交通不畅，特别是雨量较大区域可
能出现内涝，安排赴考时间应留有
余地。

高考期间琼岛局地有特大暴雨
考生赴考应合理安排时间

本报海口6月3日讯 （记者计
思佳）一年一度的高考、高中基础会
考即将来临，为确保考试期间医疗服
务到位，海口市卫计委将派出海口市
人民医院、海口市120急救中心、海
口市中医院、海口市第三人民医院、
海口市第四人民医院等5家医疗单

位的8辆救护车，55名医务人员对海
口9个考点提供医疗保障服务。

6月1日上午，海口市卫计委对
参加医疗保障的医务人员进行培
训。培训内容包括：心肺复苏操作技
巧、便携式除颤仪的使用以及常见性
疾病现场处理等。培训要求，各单位

要备足药品，救护车车载急救设备及
车辆状况要及时检查更新，全体参与
高考、高中基础会考医疗保障的医务
人员须提前踩点、提前上岗、滞后撤
岗，为考生提供优质服务。

据悉，海口卫生防疫部门已经从
5月28日开始全面启动公共卫生保

障工作，对全市9个考点的学校卫
生、饮用水卫生、传染病防控及其周
边的公共场所卫生进行专项卫生监
督检查，共出动卫生监督人员82人
次，针对检查发现的卫生管理问题，
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55份，提出整
改意见128条，已落实整改122条。

为考生提供医疗保障服务

海口将出动8辆救护车55名医护人员

海口一工地超时施工
被罚款9999元

本报海口6月3日讯（记者计
思佳）记者今天从海口市城市管理
委员会获悉，今天中午，海口美林路

“长信·上东城”项目工地因超时施
工，被海口市秀英区城管大队罚款
9999元。

据了解，高考临近，为给考生营
造安静的复习、考试和休息环境，海
口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2018年高
考和基础会考期间环境噪声管理的
通告》（以下简称《通告》），加强环境
噪声管理工作。根据《通告》，6月3
日18：00至6月10日18：00，海口
市区建设物集中区、考点及各高中
学校附近禁止下列行为：1、使用高
音广播喇叭或其他造成噪声污染的
音响器材（广场舞、巡游宣传等）；
2、机动车辆鸣喇叭；3、燃放烟花爆
竹；4、其他产生噪声污染的活动。

6月5日18：00至6月10日18：
00，除抢修抢险外，严格控制在考点
周边半径1000米范围内进行产生
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包括拆
房施工作业）和建筑物内装修作业。

海口排查高考考点
火灾隐患

本报海口6月3日讯（记者计
思佳 通讯员杨宇鑫）为确保高考期
间海口各考点消防安全,6月2日，
海口消防部门组织防火监督员深入
海南中学、海南华侨中学等考点开
展消防安全检查，为广大考生撑起
消防安全“保护伞”。

在各考点，防火监督员认真听
取了考点负责人关于校园消防安全
工作开展情况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准备情况的汇报，仔细查看了考点
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消防设备检查
记录等台账资料，实地检查了考场
内部、学生食堂及宿舍等部位消防
安全疏散通道是否畅通、消防设施
器材是否好用、电气线路敷设是否
规范、值班人员是否在岗等情况。

海口市菜篮子集团调运500吨蔬菜

保障台风期间市场供应
本报海口6月3日讯（记者郭萃）记者从海

口市菜篮子集团获悉，为应对即将生成的今年第
4号台风，该集团目前已累计调运蔬菜约500吨，
确保台风期间市场供应平稳有序。

据介绍，自6月2日起，该集团便对保供基地
内蔬菜进行了抢收和应急调运，截至6月3日上午
8时，菜篮子集团冷库储备蔬菜约280吨，品种主
要包括土豆、外地大白菜、白萝卜、莲花白、冬瓜、生
菜等。同时，该集团还组织从岛外蔬菜供应基地调
运土豆、莲花白、冬瓜、南瓜等常用储备蔬菜120
吨；从岛内新坡等地调运菜心、空心菜、地瓜叶等本
地叶菜100吨。这些蔬菜将陆续运达菜篮子集团
冷库，累计调运储备量约500吨。

菜篮子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台风期间该集团
将向旗下末端网点投放更多平价菜，保障各末端网
点“一元菜”“基本菜”的持续供应，稳定市场菜价。

海口安装太阳能
移动交通信号灯

钟璧蔚（左一）在飞行前对驾驶舱进行安全检查。 通讯员 楚洪雨 摄

琼海公安“互联网+”
服务平台上线
可办理出入境、治安等4大类业务

本报嘉积6月3日电（记者丁平 通讯员冼
才华）记者今天从琼海市公安局了解到，琼海市公
安“互联网+”服务平台6月2日已正式上线。

据介绍，琼海市民通过该“互联网+”服务平台
可以办理以下业务：出入境业务，包括办证进度查
询、办证预受理、港澳通行证二次签注预受理、境外
人员住宿信息申报；治安业务，包括大型群众活动
申报、旅店业许可申报、典当行许可申报、公章刻制
业许可申报、旅店业年审申报、典当行年审申报、公
章刻制业年审申报；互联网经营性场所营业执照申
请；拘留所、戒毒所、看守所会见人员预约登记。

该服务平台还有公安部门业务咨询、公示公
告、法律法规查询、行政审批事项公开等功能。公
众在窗口办理业务过程中遇到问题，或对公安部
门管理工作有意见建议，也可通过该平台向琼海
市公安局反映。

琼海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后，申请人
足不出户就可以办理琼海公安部门的部分业务，

“只需跑一次”就可以办完相关业务的全部手续。

关注2018年高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