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暴雨中，海口市政府相关部门和
市民联动维护城市秩序。

据统计，10日海口共派出195名
排水工人，10辆电源泵车和50辆排
水作业车及设备。到23时，经过约
10小时的全力强排，海口市区道路积
水均已消退。

因道路积水严重，海口还发生了
多处车辆人员被困的情况。危急时
刻，海口消防启动应急救援预案，全市
12个执勤中队全部出动。据统计，10

日下午，海口消防共接处救援警情12
起，出动官兵78人次，成功疏散解救
被困人员167人。

风雨中，还有全力保障交通安全
畅通的交警们。据统计，截至17时
30分，海口公安交警共计出动警力
1411 名，设立警示、指示标志标牌
116 块，帮助群众推移故障车辆 22
辆。在不少路口，还有市民化身热心
的交通指导员，雨中协助交警指挥交
通，引导过往车辆有序通行。

从10日上午10时开始，随着降
雨量的增大，海口的积水路段也在不
断增加。14时35分，海口积水路段
一度达到24条，椰海大道与金福路
口段更是形成了长320米、深1.1米
的积水，车辆无法通行。

为何此次降雨会造成海口多路
段积水？海口市气象局相关负责人
接受采访时说，此次降雨时间长、雨
量大，且潮位高，造成潮位顶托，多个
因素叠加造成了大量路段积水。

该负责人表示，此次是南海季风
云系里生成的热带扰动，发展为热带
低压。虽然强度不强，登陆时中心附
近最大风力为7级，但移动缓慢，风
速为15米每秒，停留时间长。同时，
受西南季风水汽输送带的加持，给海
南带来了较强降水。

另外，10日海口的潮位也较高，最
高潮位247厘米，出现时间为18时23
分，造成潮位顶托，龙昆南、大同沟等
水位涨溢路面，所以出现了大量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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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曾毓慧 特约记者 吴峰

“九架岭多处山体塌方，情况危
急！”8月10日清晨6时多，白沙公路
分局抢修队员梁水生等10名队员接
到险情报告后，立即从白沙黎族自治
县牙叉城区驾车沿国道G361什邦线
（什运至邦溪段）赶赴山体塌方点。

九架岭风景虽美，但长达四五公
里的山路急弯多且陡。此时，车窗外
暴雨倾注，整个九架岭山区一片雨雾
蒙蒙。

S310 省道什邦线 K50 + 00 至
K52+500路段，是九架岭沿线第一个
也是最为严重的山体塌方点。一侧是

幽深的山谷，另一侧是突兀屹立达20
米的陡坡。暴雨前，这段路段正处于
施工加固阶段，但禁不住这两天大暴
雨的不停冲刷，至少有二三十余立方
米的山体混着塌方的泥水滚落到路面
上，占去了大半的车道，仅剩下不足半
个车道。失去了泥土的“保护”，陡坡
顶上几株碗口般粗壮的大树已明显倾
斜，看起来随时都有可能倒下。路面
上，不少驾车经过的司机或远远停车
避让，或尝试缓慢通行。

“先拉警戒线，你，站在路边引导
大车靠边等待；你们两个，引导小型车
辆通行；剩下的人抓紧疏通！”白沙公
路分局路面应急抢险维修队队长黄良

和现场指挥着。
雨声急促，为了让大家能清楚地听

见他的声音，黄良和也拉开了嗓门。很
快，在铲土机的开路下，滑坡土方被搬
运至旁侧，梁水生和其他队员顾不上满
脸的雨水和汗水，拼全力地挥铲，将散
落在路面上的碎石、泥块逐一清理。

而此时，拥堵于此的车辆持续增
多，队员们展不开“抢修面”，抢修存在
不小难度。

“群众的安全最重要！快，赶紧发
布临时交通管制，提醒从邦溪方向过
来的司机尽量绕行阜龙乡或龙江农场
卫星分场！”上午8时多，从牙叉县城
一早出发赶赴打安镇查看汛情的县委

书记张蔚兰途经该路段时恰遇此险
情，立即加入现场救援，经与县三防指
挥部紧急协商后，现场作出“管疏”部
署，马上增派抢修人员。

这一招很快见效。随着过往车辆
的减少，滑坡抢修进度也明显加速。

“足足两个小时，雨没停过，我们
抢修也没停过！”梁水生说，经过连续
奋战，山体塌方险情基本处理完毕。
考虑到陡坡泥土已浸水松软，隐患并
未完全排除，白沙公路分局安排梁水
生继续值守，引导过往车辆有序通行。

“大隐患没了，小隐患还有，大家
再加把劲！”刚忙完这处，队员邓群成
一行又分批赶赴什邦线另外三四处山

体塌方点进行抢修。雨水、汗水透过
雨衣，浸透了队员们的衣裳，却没有人
休息片刻。

中午1时多，随着雨势渐小，抢修
进度再次提速。

截至下午3时左右，历经9个小
时，九架岭数处山体塌方终于抢修完
工，抢修队员们舒了一口气。“降雨一
停，我们马上增派人手，加速对什邦线
49公里处的山体进行加固。”白沙公
路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此时，天空逐渐放晴，车辆在满山
的翠绿中顺畅通行，九架岭云雾景观
又映入眼帘，很美。

（本报牙叉8月10日电）

暴雨导致多处山体塌方，抢修人员历经9个小时紧急抢修——

白沙九架岭塌方救援记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记者计思佳）受热带

低压影响，截至10日下午6时10分，海口市区和
北部12个乡镇降水100毫米以上，最大288.9毫
米，达到大暴雨级别，期间最高潮位达2.47米，市
区积水路段24条，其中严重积水道路5条，车辆
无法通行。

10日下午，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张琦率
队深入城区部分内涝积水点调研，实地查看道路
积水原因，检查指导强排水工作。

据了解，近两年海口持续加大城市海绵化改
造力度，市区积水点已由过去的38个减少到16
个。特别是美舍河、东西湖等经过海绵化改造治
理的沿岸区域，经受住了强降水的影响，没有出现
内涝积水情况。但由于城市水系被破坏、基础设
施老化、历史欠账还比较多，特别是已建成排水管
网建设标准低（均采用一年一遇只能满足24小时
降雨量小于或等于35.5毫米、大雨级别）、断面
小，部分老城区、河道周边等路段还较易积水。

下一步，海口将继续加大城市海绵化改造力
度，力争用两到三年的时间解决城市内涝问题。

市区多条道路积水

海口将加大城市海绵化
改造力度解决内涝问题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记者计思佳）8月10
日，一场大雨过后，海口公安交警支队执勤民警在
执勤过程中拾到20块被积水冲落的机动车号牌，
交警部门提醒车主尽快前来认领。

暴雨过后

海口公安交警
拾获20块机动车号牌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朱玉 叶涛）记者10日从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
了解到，受大范围持续暴雨影响，海南电网部分区
域中低压线路设备受山体滑坡、雨水冲刷等影响
受损，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根据天气情况全力
抢修复电。

据统计，截至8月10日17时，海南电网10千
伏线路跳闸38条，受影响用户4.26万户。南方电
网海南电网公司累计出动抢修人员1267人，车辆
393辆参与防御及抢修工作，逾六成受影响用户
恢复供电。

据了解，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于8月9日
19时启动防风防汛Ⅳ级应急响应，落实各项安全
措施，及时调整电网运行方式，加强和各发电企业
沟通联系，督促各发电厂（站）加强发电设备的运
行维护，做好发电燃料的储备，确保电网安全可靠
运行；同时，全面开展设备隐患排查工作，重点对
低洼配电箱、环网柜和用户居民小区地下配电房
进行排查，积极配合政府部门开展公共电力设施
的安全检查，并提供技术支持。积极开展城乡电
力设施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改，严防人员触电事件
发生。

据悉，未来3天，海南局地还将持续有特大
暴雨。现提醒广大用户注意安全用电，如遇断
线、设备毁坏等情况，请及时拨打95598，勿随
意触碰。

中低压线路设备受损

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
全力抢修复电

丢失机动车号牌为

琼C88666、琼A8N769、琼C7L622、
琼C59120、琼A1Z016、粤G43M30、
琼A592E7、琼AZ2793、琼AVM513、
琼A769X3、琼BHF950
凭行驶证前往丘海大道与滨海大道交叉

口处的交警岗亭领取

丢失机动车号牌为

琼A137P3、琼AXH936、琼A75K28、
琼A166C2、琼A793W9、琼A6633L
凭行驶证前往人民大道海甸三路的交警

岗亭领取

丢失机动车号牌为

琼A8D357、琼E17155的车主凭行驶证
前往海府路五公祠红绿灯处的交警岗亭领取

丢失机动车号牌为

琼D16686的车主，凭行驶证前往龙昆
南路山高红绿灯交警岗亭领取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记者刘
操 通讯员邓芳）记者10日从海南省
民政厅获悉，为切实做好热带低压防
范应对工作，省减灾委、省民政厅已从
9日14时起启动救灾预警响应。

省减灾委要求，各部门、各市县
要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及时转移居
住在危旧房屋及低洼、危险地段等
区域的群众。要认真做好救灾应急
准备工作，及时报送灾情和救灾工
作信息，确保各项防范应对措施和
责任落实到位，确保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省减灾委

启动救灾预警响应

■ 本报记者 孙婧

8月 10日19时，阴沉的乌云仍
遮蔽着天空，暮色四合。

海口市白水塘片区锦地翰城一
期小区的地下车库前，围着不少供
电、消防、物业部门的工作人员。

焦虑随着暗光染上了他们的面
庞。摆在他们眼前的糟糕现状是，这
是海口今天唯一因暴雨和积水断水
断电的小区。

暴雨积水和主干道蘑菇状倒灌
的地下污水不断叠加流量，冲垮车库

出入口的三层沙包，奔腾涌入，将那
里变成了一片地下暗湖。所幸小区
物业人员通知及时，大部分轿车撤
出，但仍有两辆联系不上车主的轿车
和数十辆电动车泡在污水里。

8栋23层高的住宅楼，入夜后漆
黑一片，700多户居民的生活受到了
影响。从下午1时许接到小区物业
求助的消防官兵，就用带来的两台抽
水泵，时刻不停抽水。

“请您耐心等待，我们正在努力
协调解决问题，争取尽快恢复水电！”
小区物业公司经理冯玉南穿着雨衣、

戴一顶安全帽，光脚站在雨里，对电
话那端哑声说道。

另一边，赶来协助的海南电网海
口供电局局长陈东眉头紧锁，和数名
供电局工作人员站着围成一圈，商议
供电抢修方案。

守在停车场积水线上方的海口
市消防支队特勤二中队，也在紧急调
配附近消防车上的汽油。“再抽车去调
抽水泵来，有多少调多少，加紧补油料
……”排长徐骏站在细雨里，雨衣兜帽
滑到了一边，只顾着不停打电话。

19时10分，各方补充的油料陆

续送来了，抽水泵的马达轰鸣声响起
来了。人们松一口气。

19时20分，天色更晚了。停车
场前的各方工作人员，彼此只看得见
一层轮廓，手机的蓝光偶尔照到谁的
脸，入目便是额头上明晃晃的油光、
脸上的汗水和雨水。

22时，地下车库积水下降了11厘
米。“一会水抽空了，整个配电房的设备
一定要全面仔细检查，安全后再逐条送
负荷，一栋一栋送电，这样更快更安
全。”顿了顿，陈东说，“今晚应该能够全小
区恢复供电。”（本报海口8月10日讯）

海口一小区断水断电，700多户居民生活受影响，多部门积极应对

小区里的争分夺秒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 （记者孙
慧 通讯员成和军）省住建厅10日下
发通知，要求在建工程加强安全监
管，严格实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
班制度，防汛责任人要到岗到位，确
保信息畅通。

通知要求，全省各市县住建部门
加强在建工程的安全监管，重点加强
对塔吊、施工电梯、施工升降机等起
重机械，深基坑、高边坡、脚手架等重
大危险源的安全检查。加强对临时
工棚、简易宿舍、围墙（围挡）等部位
以及位于学校、集贸市场、临街等人
口密集地段的施工现场高空设施和
悬挂物的安全检查，该加固的加固，
该拆除的拆除。确保应急抢险队伍
和抢险设备落实到位，积极防范山
洪、泥石流、山体滑坡、坍塌等地质灾
害，一旦发生险情，能及时启动应急
预案，展开抢险救灾工作，将损失减
小到最低。

省住建厅

要求全省在建工程
加强安全监管

暖心

雨
情

坚
守

机动车号牌补办凭证

1.个人车主需携带本人身份证件
2.单位车主需携带代办人身份证件、委托

书盖公章和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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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10日讯（记者计思佳）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海口10日出现强降雨天气，市区道路积水最多时达到24条。
此次造成海口多路段积水的原因是什么？海口是如何应对的？海南日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多因素叠加，海口多路段出现积水

各部门坚守一线排水保畅

分析
此次降雨时间长、雨量大，且潮位高，多个因素叠加造成了大量路段积水

应对
多部门联动维护城市秩序，到10日23时市区道路积水均已消退

⬆8月10日14时许，海口市琼山区府
城板桥路，暴雨天气带来路面大积水现象，
行人及车辆通行困难。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8月10日中午，海口市坡
巷路积水难通行，好心大姐冒雨
提醒司机。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8月10日上午，儋州市那大镇伏波
路汪洋一片，行人和车辆艰难前行。

特约记者 吴文生 通讯员 何文新 摄 ⬆8月10日，暴雨造成海口
东的动车站外积水严重，交警在
淹没的斑马线旁疏导交通，让刚
下车的旅客及时过马路。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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