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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台风“韦帕”

■ 本报记者 李磊 实习生 谢国柱

8月1日凌晨，台风“韦帕”在我省
文昌市翁田镇沿海登陆，在抗击台风
过程中，我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干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勇挑重担、冲锋在前，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用抗击
台风的实际行动作为践行“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生动实践。

省委、省政府对防风防汛工作高
度重视，提前作出部署，7月30日，省
委书记刘赐贵作出批示，要求密切关
注做好防范，采取有力措施减少损
失。省长沈晓明进行部署，我省应急

管理、自然资源和规划、水务、农业农
村、住建等相关部门早在台风登陆前
部署落实各项台风防御工作，确保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

在抗击台风过程中，一名党员就
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个堡
垒。在台风登陆前，海口市各区各单
位党组织迅速反应，强化调度指挥、监
测预警、应急保障、救助群众。海口市
市政管理局排水所党支部于7月31
日启动Ⅲ级应急响应，实行24小时值
班值守，全员上岗，不眠不休，昼夜奋
战强排积水，确保市政排水设施安全
运行；市公安系统全警动员、多警联
动，做好台风期间应急抢险救援、交通

疏堵保畅、治安秩序维护等工作；海口
市12345热线党支部要求所有热线员
24小时在线，对防汛防风热点问题进
行统计、预警及分析，确保高效有序处
置市民诉求；海口市菜篮子产业集团
党委组织170余人及时采收7种叶菜
共计25吨，还从岛内外组织调运储备
常用蔬菜共约450吨，确保市民能够
就近购买到新鲜实惠的蔬菜。

8月1日凌晨，台风“韦帕”在文昌
市翁田镇登陆。在台风登陆前，文昌市
委、市政府启动防风防汛Ⅲ级应急响
应，组织党员干部在防风防汛工作中确
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把抗风一
线作为践行初心使命的主战场。截至

目前，该市无人员因灾失踪、伤亡，没有
房屋倒塌，没有渔船鱼排受损，以出色
的成绩彰显党员本色。台风登陆地文
昌市翁田镇明月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
长温东征，冒着风雨连夜与翁田边防
所及村“两委”干部对已回港的渔船及
贫困户、低保户、五保户再次排查；翁
田供电所党支部组织19名供电抢修
人员从8月1日早上6点开始，对8条
受损的线路进行抢修，为让群众早日
恢复用电，午饭就在路边解决。

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党组织；哪
里有需要帮助的群众，哪里就有共产
党员。在7月30日晚收到做好防风
工作通知后，琼海市龙江镇蓝山村“两

委”干部充分发挥党员先锋带头作用，
村“两委”6名干部24小时轮流值班，
随时保持通讯畅通，及时传达相关情
况，并联合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
作队组成巡防工作小组，重点对村内
贫困户、低保户、特困户等生活困难人
口的居住环境详细排查，将存在安全
隐患的农户及时转移到村委会防洪
楼。该市阳江镇党员干部分赴各村，
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挨家挨户上门
宣传防汛信息，将全镇特困户、危房
户、独居老人等人员安全转移至村委
会、学校等安全区域，该镇没有发生一
例人员伤亡。

（本报海口8月1日讯）

金马大道大丰互通处阻断解除

全省所有国省干线公路
正常通行

本报金江8月1日电（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陈长吉 陈乐勇）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公路管理局获
悉，截至8月1日17时10分，省道金马大道澄迈
大丰互通处因雨停不再漫水，解除阻断，至此，全
省所有国省干线（包括高速公路）正常通行。

根据气象预报以及省交通运输厅的要求，省
公路管理局未雨绸缪，要求局属各单位高度重视，
坚决克服麻痹大意的思想，周密部署、严阵以待，
切实进入防风防汛工作状态，从人员、机械、预案
等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

7月31日夜间，省内多地迎来新一轮强风暴
雨。期间，省公路管理局局属各有关单位均密切
关注路面状态，积极疏通水沟、涵洞，避免积水，同
时及时清理路边倒伏的树木等，保障国省干线公
路平安畅通。

海南环岛高铁动车
今日恢复开行

本报海口8月1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徐武）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铁路公司获悉，受台风

“韦帕”影响停运的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郊列车
8月2日恢复正常开行。进出岛旅客列车待琼州
海峡通航后再逐步恢复开行。

据悉，受台风“韦帕”影响，海南环岛高铁、进
出岛旅客列车、海口市郊列车8月1日全天停运。

海南电网193支抢修队
全力恢复受损线路

本报海口8月1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王妍馨 叶涛）今年第7号台风“韦帕”的中心于8
月1日1时50分前后在文昌市沿海登陆，当天上
午9时，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召开防御今年第7
号台风视频会议，要求各单位迅速组织抢修队伍
开展灾后抢修工作，全力恢复受损线路。

据悉，受台风“韦帕”影响，截至8月1日9时，
海南电网公司跳闸线路115条，其中110千伏1
条，10千伏114条，已恢复38条；停电台区4733
个、用户209994户，已恢复台区2764个、用户
120721户。

7月31日12时，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启动
防风防汛Ⅳ级响应后，已集结44辆应急电源车、
292台发电机、193支应急队伍共计6434人随时
待命。

截至8月1日8时，海南电网各单位根据天气
情况已出动抢修人员1254人，抢修车辆387台，
恢复了部分供电设备，在具备安全作业条件后，将
全面进入抢修复电工作，尽最大努力保障全省人
民生产生活用电。

文昌基本恢复供电

本报文城8月1日电（见习记者习霁鸿 记
者李佳飞 通讯员施超）海南日报记者8月1日从
文昌供电部门获悉，受台风“韦帕”影响，文昌市电
力线路跳闸22条，影响用户35633户，经文昌供
电局抢修，截至当天18时，基本恢复供电。

7 月 30 日 8 时至 8 月 1 日 7 时，文昌全市
平均降雨量为93.6毫米，降雨量最大的镇为锦
山镇 214.3 毫米。文昌全市 88 宗水库共蓄水
量为8123万立方米，占总库容的35%，水库正
常运行。

据文昌市三防办统计，受台风“韦帕”影响，文
昌受灾人口2250人；没有因灾失踪、伤亡人员；没
有房屋倒塌；没有渔船鱼排受损；农作物受灾面积
1900多亩；直接经济损失200余万元。

为应对此次台风，南方电网海南文昌供电局
组建了一支253人的应急队伍，准备应急物资
1297万元。

“琼沙3号”断缆漂流
搁浅东郊附近海域
34名船员安然无恙

本报文城8月1日电（记者原中倩 李佳飞
通讯员石俊 黄良策）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海事局
获悉，8月1日凌晨1时55分，海南海事局指挥中心
接到报警：因受台风“韦帕”影响，“琼沙3号”船在文
昌市清澜港防台时发生断缆漂流搁浅事故。核实
险情后，海南海事局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通过海南
省海上搜救中心组织开展救援，经过近7个小时的
处置，搁浅船舶成功脱险，34名船员安然无恙。

据悉，今年第7号台风“韦帕”1日1时50分前
后在文昌市翁田镇沿海登陆，事发时现场海域西北
风6-7级，浪高0.6米，风浪不算太大，但险情还是
发生了。接警后，省海上搜救中心要求清澜海上搜
救分中心、清澜海事局与“琼沙3号”保持通讯畅通，
密切关注船舶和人员的安全状况，并会同船方尽快
制定船舶与人员施救方案，确保人员安全，强调如
有条件先行撤离船上人员。清澜海上搜救分中心
协调在附近海域防台的“海巡11206”轮、“三沙综
合保障01”拖轮、“中国渔政303”船、货船“荣海76”
轮就近值守，做好随时应急救援准备。

现场救援人员对事故船舶搁浅与现场海域风
力海况情况进行分析研判，共同研究制定了脱浅
方案。经多方努力，8时30分，“琼沙3号”轮在

“三沙综合保障01”拖轮的协助下，利用高潮成功
脱浅。

在抗击台风中，我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

风雨见初心 为民担使命

本报海口8月1日讯（记者孙
慧 郭萃 通讯员符晓虹 李凡）8月
1日凌晨，今年第7号台风“韦帕”在
我省文昌市沿海登陆，给我省带来
风雨影响。据省三防办统计，从7
月30日20时～8月1日14时，全岛
共有130个乡镇（区）雨量超过100
毫米，全省受灾人口7.86万人，农作

物受灾面积143.83公顷，损坏房屋
32间，直接经济损失263.6万元。

8月 1日 1时 50分前后，台风
“韦帕”在文昌市沿海登陆。“韦帕”
给我省大部分市县带来强降雨。截
至 8 月 1 日 15 时，全省受灾人口
7.86万人，紧急转移安置0.71万人，
需紧急生活救助0.04万人，农作物

受灾面积143.83公顷。
“韦帕”也暂时缓解了我省部分

地区的气象干旱情况，全省水库蓄
水总量增加。截至8月1日13时，
全省水库蓄水总量为37.12亿立方
米，占正常库容43.8%。

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
到，省气象局8月1日20时20分变

更台风三级预警为台风四级预警，
今年第7号台风“韦帕”，1日20时
中心位于广东省湛江市境内，中心
附近最大风力9级。预计，“韦帕”
中心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
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将穿过雷州
半岛，沿广西沿海向偏西方向移动，
强度变化不大。

本报海口8月1日讯（记者邓海
宁）“大爷，您先坐在车上休息一下，
120救护车马上就来，您放心。”8月1
日上午，在海口市长堤路，3名海口交
警正将一名倒在风雨中的老人慢慢
扶上警车休息。这一幕获得了现场
群众的点赞。

受台风“韦帕”影响，海口多个路
段积水。当天9时许，海口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设施大队教导员姚业安与
辅警赵学峰、冯伦浩正在长提路修复
倒地的护栏。这时，一名骑着电动车
的市民急匆匆地驶来，向他们反映附
近有一位老人倒地不起、需要救助。
3人闻讯立即徒步赶往现场。

在道路不远处的一棵树旁，他们
发现了摔倒的老人，在合力将老人扶
起后，姚业安向老人询问了具体住址
以及家属联系方式等信息，却发现老
人说不出话，情况颇为危急。

意识到老人可能身患重症，冯伦
浩立即拨打120，并将情况报告给海
口交警指挥中心。当从指挥中心得
知长堤派出所的警车就在附近时，
他们3人决定先把老人送到警车上
休息，等120救护车过来。在姚业安
和冯伦浩两人的帮助下，赵学峰小
心地将老人背上警车妥善安置并和
派出所民警交接后，3人才离开。

本报海口8月1日讯（记者计
思佳 通讯员钟坚 潘伟）“我老婆要
生了，但外面积水很深，请快过来帮
帮我们……”8月1日5时20分，一
个急促的求助电话打进海口消防救
援支队指挥中心。

警情被迅速转到了海口消防救
援支队金融中队。金融中队指导员
黄冯波带领3名消防队员立刻集结

出动，迅速赶往报警之地——海口文
华路文华菜市场公交车站。

消防队员到达现场后看到，积水
已没过小腿，孕妇王女士已疼得蹲在
地上。孕妇及其家人身旁站着两位
交警，但由于路段积水较深，交警的
巡逻车及私家车辆都无法通过。

“别怕，有我们在。”消防队员小
心翼翼搀扶王女士登上了消防车。

得知王女士一家人已和海口市现代
妇婴医院联系，黄冯波开始规划前往
医院的路线。起初，黄冯波要求司机
按照滨贸路——海秀中路——金宇
路的路线行驶。但当车辆行驶到金
牛岭公园附近时，发现不少车辆已被
淹。“马上改变路线！”黄冯波下达命
令，让司机掉头走地势更高的金垦
路。来到农垦中学门口时，又碰到了

较深的积水，车辆再次掉头……
30多分钟后，经过4次转换路

线，消防车终于到达医院。消防员立
刻叫来护士，将王女士一直搀扶到电
梯口。当日14时，王女士顺利生下一
个7斤7两的男孩，母子平安。“当时
心里很着急，都没有好好感谢他们，
过几天我一定要登门致谢。”王女士
的丈夫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韦帕”携风带雨袭击海南，全岛130个乡镇降雨超100毫米

今日琼北琼西有中到大雨

8月2日白天本岛北部和西部地区
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中部、东部和南部地区有小到中雨

8月1日6时许，海口市滨海
大道电力村电力城小区有一名一
岁小男孩发高烧，但小区积水太
深，父母无法涉水将其送往医院，
只好向消防救援队求助。接到报
警后，海口消防救援支队海甸中
队6名消防指战员立即赶到现场，
用消防车成功将小孩送到海南省
人民医院儿科救治。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段晓 摄

高烧孩童被困
快速护送就医护

“韦帕”
带来强降雨

7月30日20时～8月1日14时
全岛共有 130个乡镇（区）雨量超过 100毫米
最大为海口市区360.3毫米

天气
预报

海口临产孕妇紧急求救，消防队员及时赶到

“别怕，有我们在”

本报海口8月1日讯（记者计
思佳 郭萃 通讯员付鹏伟 王鹏羽
潘伟）受台风影响，海口金牛新村积
水严重。8月1日凌晨4时许，两女
孩骑电动车途经金牛新村一处自建
房时，被暗流冲倒卷入积水中，漂流
几十米后被受困在附近民宅的热心
居民拉起，最终消防队员赶到用橡皮
艇将她们一起救出送至安全地带。

8月1日凌晨4时许，海口市消
防救援支队金融中队接到报警求助
称，海口金牛新村自建房一楼淹水，
水势湍急，已经快要没过头顶，家人
无法转移，请求帮助。9名消防队员

携带水上救援装备前往救援。金融
中队中队长颜华介绍，达到现场后，
消防队员在保安的引导下到达金牛
新村坡巷位置较高的一端出入口，
此时积水已到胸口。

同时，消防队员发现，除了报警
人员外，还有4名男青年被困水中，
在下坡水流路段抓着墙体、灯柱等
固定身体，其中1名男子正处于水
流最深最急处，仅仅抓着一个单薄
的铁门以自保。在6名消防队员的
努力下，4名男子获救。

此时，有群众向消防队员反映，
有两名女孩掉入水中并被水冲走。

救援小组火速转战坡巷另一个出口
（下游）进行搜救，报警人随后反馈
信息称，两名落水女孩已被救起，与
报警人一家被困在一处小仓库中。

两名消防队员在到达临近位
置，入水勘查发现，被困人员门前
路段水位之所以居高不下，是因为
上游不断有水流流入，而下游唯一
出口处被一辆面包车完全封堵，导
致坡道内水流急升。消防队员联
合附近村民一起将面包车移开，积
水迅速减退。消防队员进入低洼
住宅楼搜寻，顺利发现报警人一家
三口与被水流冲下的两名女孩。

随后，消防队员通过皮划艇将5人
送至至安全地带。

据了解，金牛新村受此次台风
影响积水严重，有多名群众被困，海
口消防支队指挥中心先后调派金
融、秀英2个中队3车28人携带舟
艇2艘前往现场处置。截至8时30
分，共营救疏散被困群众42人次。

海口两女孩被暗流卷入水中
热心市民和消防队员联手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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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海口市区严重积水，市政部
门积极行动，力争尽快恢复正常交通秩
序。 见习记者 李天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