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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官兵开展应急演练
本报嘉积7月17日电（记者丁平）今天上午

10时，为防御今年第9号台风“山神”，琼海市启
动防风防汛Ⅳ级应急响应。当天上午，琼海消防
支队在博鳌镇大乐水乡开展水域应急救援综合
演练，目的是应对可能出现的游客被困孤岛、落
水等事故。

演练假设受台风天气影响，万泉河水位急速
上涨，博鳌镇大乐水乡有多名群众被困。救援途
中，官兵们利用机动链锯、无齿锯等工具将被风刮
倒的树木等障碍物切割破拆，以手抬肩扛的方式
清除路障，救出车里“被困”人员。在大乐水乡舟
艇停靠区，官兵们采取喊话、哨声、灯光照射等方
式进行大面积搜索，救助“落水”人员、孤岛“被困”
人员，并将他们转移至安全地带。

截至17日上午8时，琼海市102座中小型水
库共蓄水 11344 万立方米，占正常总库容的
53.9%。牛路岭水库水位91.56米，未超105米的
警戒线。截至17日上午9时，琼海市746艘渔船
已全部回港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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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17日讯（记者陈
雪怡 陈蔚林 特约记者韩小雨 通
讯员尹建军 武占超 黄阳 实习生
叶润田）省国土资源厅、省海洋与渔
业厅、省教育厅分别部署多项工作，
落实各项防风防汛措施。

记者今天从省国土资源厅了解
到，为防范今年第9号台风“山神”
引发地质灾害，该厅已派出3个专
家组，前往累计降雨量高、地质灾害
威胁严重、预报降雨量大的重点市
县，对地质灾害防范工作进行指导
和检查，并紧急部署要求各市县国
土部门提前防范台风可能引发的地
质灾害。

根据部署要求，各市县国土部
门应立即组织雨前排查工作，加强
对全省222个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学
校、矿山、旅游景区、村镇等人口密
集区及低洼地带、高陡边坡、山边等
易发地质灾害区域的检查工作；强
化雨中巡查，加强监测预警预报，加
强应急值守，及时掌握灾情、险情，
做好日报、速报等地质灾害信息报
送工作；检查落实临时避险场所和
受地质灾害威胁人员撤离路线等。

与此同时，各市县国土部门要强
化责任落实，及时将防灾责任层层传
导到乡镇、村委会、矿山企业和有关
责任单位，并落实到具体的防灾责任

人、监测责任人，确保巡查、监测、预
警、应急处置等工作落到实处。

记者今天从省海洋与渔业厅了
解到，为了全力防御今年第9号台
风“山神”，该厅昨日发出通知，要求
各市县海洋渔业部门立即针对港内
休渔渔船防风防汛、海上作业渔船
避风、水产养殖防风防汛、应急备勤
等方面开展各项工作，并于今天上
午再次发出通知，要求各市县海洋
渔业部门继续组织和监督各市县抓
好渔船进港避风工作。

截至7月17日17时，我省应进港
避风的23725艘渔船已全部进港避
风，各市县已安全转移渔业人员7万

余人次。目前各市县海洋渔业部门的
防风防汛工作正稳步开展落实中，未
发生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

省教育厅今天下午正式启动防
风防汛Ⅲ级应急响应，并将对各地
各校落实台风防御情况进行督查。

省教育厅要求，各地各校要严
格落实应急值班制度，加强在校及
放假留校学生和教职员工安全管
理。要组织开展学校安全隐患排查
特别是教室和学生宿舍的检查，视情
况及时转移在危险教室和宿舍里的
学生和教职员工。同时，各学校抢险
队伍要随时待命，确保第一时间内完
成校园抢排积水、应急抢修等工作。

进出岛旅客列车停运
本报海口7月17日讯（记者周

晓梦 邵长春 通讯员 徐武）记者从海
南铁路公司获悉，受台风“山神”影响，
进出岛旅客列车运输方案有调整，自
7月17日16时开始停运。

请购买以下时间车次车票的旅客
到就近车站售票窗口办理退票或改签
手续。目前，海南环岛高铁动车开行
方案暂未受影响。

三亚凤凰机场
加强服务保障

本报三亚7月17日电（记者林诗
婷 通讯员陈启宇）为应对第9号台风

“山神”，三亚凤凰国际机场积极做好应
急准备工作，确保台风期间机场运行有
序。截至7月17日20时，凤凰国际机场
航班起降正常，生产运行未受到影响。

在安全方面，机场已准备充足的防
洪沙袋，安排工作人员在台风期间24
小时值班。在旅客服务方面，机场做
好航班大面积延误的准备，加强现场
值班及旅客服务等各项保障工作，做
好住宿、配餐、地面运输等准备工作。

凤凰国际机场相关负责人表示，
台风会对航班正常运行产生难以预测
的影响，如需了解机场航班动态，可拨
打机场问询中心电话查询，人工问询：
0898- 88289389；English Hotline
（英语热线）：0898-88289390。

海南联通
全力保障网络畅通

本报海口7月17日讯（记者梁
振君 通讯员戴瑞）为确保台风“山神”
期间通信网络运行平稳有序，海南联
通已提前部署、完善预案，严阵以待，
全力以赴保障网络畅通。

海南联通已准备传输设备、基站
设备、固网设备、光、电缆、油机等大
量应急物资；对易受灾的基站和接
入点做好抢修和发电准备，同时积
极做好政府、三防办指挥通信应急
保障准备。

截至目前，海南联通网络运行稳
定，主要干线光缆线路正常。

7月16日、17日北京西开往三亚
方向Z201次运行至广州站终止，广州
至三亚间停运。

7月17日、18日三亚开往北京西
方向Z202次分别改为7月18、19日在
广州站始发，三亚至广州间停运。

7月16日、17日哈尔滨西开往海
口方向Z114/1次运行至广州站终止，
广州至三亚间停运。

7月17日、18日海口开往哈尔滨
方向Z112/3次分别改为7月18、19日
在广州站始发，海口至广州间停运。

7月16日、17日上海南开往海口
方向K511次运行至佛山站终止，佛山
至海口间停运。

7月17日、18日海口开往上海南
方向K512次分别改为7月18、19日在
广州站始发，海口至广州间停运。

7 月 16 日 长 春 开 往 三 亚 方 向
Z384/5次运行至湛江西站终止，湛江
西至海口间停运。

7 月 18 日 三 亚 开 往 长 春 方 向
Z386/3次改为当日在湛江西站始发，
海口至湛江西间停运。

7月16日、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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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口至海口间停运。

7月18日、19日海口开往郑州方
向K458次改为当日在廉江站始发，海
口-廉江间K458停运。

“山神”将于18日早晨前后在琼海到三亚一带沿海地区登陆

今天白天我省迎强风雨天气

我省国土渔业教育部门部署防范台风“山神”工作

23725艘渔船全部进港避风

本报海口7月17日讯（记者邓
海宁 特约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林馨）
记者今天从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 获 悉 ，根 据 气 象 部 门 预 警信
息，受今年第 9 号台风“山神”影
响，将带来大范围强降雨天气。
根据统一部署，海口交警部门将启
动恶劣天气交通疏导应急工作预

案，全警上岗、全员上路，积极采取
措施确保海口市道路交通安全、畅
通、有序。

海口交警表示，据海事部门发
布消息，自今天16时起，琼州海峡
所有客滚轮已全线停航。在此期
间，海口交警部门将持续与海口海
事局、港航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根据

实时的航班动态，及时安排警力做
好秀英港、南港、新海港周边道路的
交通疏导。待恢复通航时，交警部
门将根据车辆滞港实际情况，结合
《“三港”过海车（客）滞港道路交通
应急疏导工作方案》迅速启动应急
处置预案，确保“三港”周边道路畅
通有序。

海口交警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根
据气象部门预警信息，台风期间将
持续强降雨，请尽量减少驾车外出，
如出行请提前了解实时路况，尽量
避开市区积水路段及拥堵路段；当
驾车遇到积水路段时，请服从路面
交警的指挥缓慢通过或按照交通标
志提示绕道通行。

组织66支水库抢险队伍
本报屯城7月17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邓

积钊）记者今天从屯昌县三防办获悉，屯昌已启动
防风防汛Ⅲ级应急响应，紧急部署多项措施防御
台风“山神”。

据了解，截至7月17日8时，屯昌总蓄水量
6788.327万立方米，占总正常库容65%。目前，
水库运行正常，未收到险情报告。

屯昌对木色、满昌园等4宗汛期重点监控水
库，屯城镇大长坡村沙湾村、新兴镇蕴沃村昌里村
等多处汛期重点监控低洼地区，以及南吕农场水
果队滑坡点、南吕镇东岭村乙坡村泥石流点等多
处汛期重点监控地质灾害隐患点，已加派人手密
切监控，严保汛期安全。

截至7月17日，屯昌已储备大量防汛抢险物
资，同时，针对全县66宗水库组织66支抢险队
伍，共计1860人。

屯昌

2座在建水库全面停工
本报万城7月17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陈

燕清）为应对今年第9号台风“山神”，万宁今天下
午作出部署，关停全部涉海旅游项目，建筑工地全
面停工，并引导2127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转移
渔船渔排人员3857人上岸。目前，该市已实行主
要领导带班值守，各水库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
保安全度汛。

据悉，目前万宁加坦水库正常溢洪，在建的新
风水库和三合水水库已全面停工。同时，万宁已
在各水库执行24小时巡查制度，落实2人值班、6
小时巡查制度，全面加强巡查。对于建筑领域，万
宁要求工地全面停工，工棚里的工人要全部转移到
安全区域，涉海旅游项目全面关停，保障游客安全。

截至目前，万宁市2127艘渔船已全部回港避
风，已转移渔船渔排人员3857人撤离上岸。

万宁

加固石化功能区护坡
本报洋浦月7月17日电 （记者林晓君）今

天，记者从洋浦经济开发区应急联动指挥中心获
悉，为应对今年第9号台风“山神”，截至17日11
时，洋浦1921艘渔船已经全部回港避风，转移渔
船渔排人员6502人。

据了解，洋浦市政管理部门提前对开发区内
的易涝区域进行巡查，清除排水障碍物。洋浦安
监部门会同当地企业加强对公共管廊的检查，排
查安全隐患，并提前加固石化功能区护坡，防止发
生滑坡事故。

洋浦

严重积水路段
琼山大道（汽车城、坡上村、儒教村

路段）、椰海大道吾悦广场路段、滨涯路
（农垦中学-金牛路-公安厅路段）、永万
路国科园路段、永万路与海盛路交叉路
口、椰海大道与金福路路口。

海口发布易积水路段绕行提示

本报三亚7月17日电（记者徐
慧玲）记者今天从三亚市三防指挥部
获悉，为做好今年第9号台风“山神”
的防御工作，三亚启动防风防汛Ⅳ级
应急响应，并组织相关部门召开视频
会议，积极部署防御台风各项措施。

据了解，为做好海上防风工作，

三亚海洋部门通过手机短信平台和
北斗卫星电话向渔民及相关单位发
布气象信息，通知渔船及早回港避
风，全市918艘渔船全部进港避风。
三亚海事部门加强现场巡查力度，组
织旅游船、游艇、施工船、货船等各类
船舶776艘进入防风区域。

在水库安全度汛方面，三亚各水
库责任人全部上岗到位，落实值班值
守和安全度汛措施，组织相关工作人
员对水库、山塘进行巡查，发现险情
隐患及时处置。同时，三亚旅游部门
指导各旅行社、酒店、景区景点做好
防台风工作，第一时间发布台风信息

和安全提示，确保游客安全。
此外，三亚市防汛抗旱机动抢险

队全员上岗待命，三亚市级物资仓库
已经储备了编织袋、土工布、土工膜、
彩条布以及大型抽水机、便携式发电
机等物资、设备，并对防汛电台和卫
星电话进行了调试，保障应急通讯。

三亚机动抢险队全员上岗待命

轻微积水路段
大英山西四路、龙华路（市一中转盘、财盛大

厦、省医院段）、金福路与南海大道交汇处、椰海大
道S81高速公路桥下、勋亭路、龙昆南路中国城
段、振发横路海南白驹学校路段、红城湖路双向省
烟草公司及金花新路口路段、海屯高速0公里。

轻度积水路段
海达路与海甸三东路交叉口处、和

平南路（文明中路段）、龙华路、华海路、
金龙路三路交汇处、南海大道（药谷段）、
海秀快速路长滨匝道口、丘海大道海瑞
桥底、龙昆南路和信广场辅道、坡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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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17日讯（记者叶
媛媛 通讯员符晓虹 李凡）记者17日
晚上从海南省气象台获悉，南海东
北部的热带低压已于今日8时加强
为今年第 9号台风“山神”，预计将
于 18 日早晨前后在海南岛琼海到
三亚一带沿海地区登陆。受“山
神”影响，17 日下半夜～18 日白
天，五指山以南地区有暴雨、局地

大暴雨，五指山以北地区有大雨、局
地暴雨。

据监测，今年第9号台风“山神”
（热带风暴级），17日21时，台风中心
位于距离万宁市偏东方向约285公
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20 米/秒），中心最低气压 992 百
帕。预计“山神”将以每小时40公里
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

将有所加强，于18日早晨前后在海
南岛琼海到三亚一带沿海地区登陆
（登陆时强度为热带风暴级，8～9
级，20～23米/秒），登陆后将自东向
西穿过海南岛陆地，18日上午进入北
部湾海面，18日夜间将在越南北部沿
海再次登陆。

受“山神”影响，17日下半夜～18
日白天，海南大部分地区将有强风

雨天气过程，其中五指山以南地区
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五指山以北
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预计17日
23时～18日 20时过程雨量：万宁、
陵水、三亚、保亭、五指山、乐东、东
方、昌江、琼中和白沙等市县 80～
150毫米，局地可达200毫米以上，
其余市县 30～80 毫米。另外，17
日下半夜～18日上午，海南岛四周

沿海陆地及台风中心经过的地区
将伴有7～9级大风，其余陆地风力
5～6级。

省气象部门提醒，“山神”移速
快，将给我省带来强风雨天气，相关
海域过往船只须迅速回港避风；有关
部门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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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7日下午，陵水分界洲岛旅游区码头，航运、观光船只进港避风。17日15时，陵水启动防风防汛Ⅳ级应急响应。截至18时，该县1940艘渔船全部回
港避风，33宗水库蓄水总量5748.62万立方米，占总库容27.1%。 文/本报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 符宗瀚 图/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童国强 摄

局部雨量超100毫米
本报文城7月17日电（记者李佳飞 特约记

者黄良策 通讯员王先伟）受今年第9号台风“山
神”影响，今天文昌市境内局部出现暴雨到大暴
雨，截至17日18时，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文教镇，累
计111.6毫米，文昌市防风防汛Ⅳ级应急响应提升
至Ⅲ级应急响应，并紧急部署防御台风各项措施。

当天下午，文昌市委、市政府紧急部署，加强
防范，并发布通知要求：各镇（场）、有关单位务必
高度重视，加强值班，密切监视台风发展动向，及
时做好各项防范工作；通知所有海上作业渔船和
有关船只进港避风，1715艘渔船安全进港；落实
水库值班值守制度，各水管单位、管理人员加强
对水库大坝、水闸、溢洪道等重要部位的巡查，做
好水库防洪调度，确保水库安全。

与此同时，文昌相关部门抓紧城市防风防洪排
涝准备，及时排除城区高空悬挂物，将人行道树木
修剪加固；易涝路段和区域加强巡查，清除排水障
碍物；对渔船上、海上养殖人员和居住危房、临时工
棚、低洼地区、地质灾害易发区、山洪灾害危险区人
员提前做好转移准备；关停全部涉水娱乐旅游项
目，并做好游客疏导工作，确保游客安全等。

文昌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文昌将全力做好
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准备工作，一旦发生险情、灾
情，将及时组织好抢险救灾应急处置工作。

文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