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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热带低压

本报海口9月1日讯 （记者孙
慧）海南日报记者9月1日从全省防
御热带低压视频会商会议上获悉，应
急管理、自然资源和规划、水务、农业
农村、住建等相关部门已经部署落实
防御热带低压工作。

9月1日上午，省应急管理厅下
发通知要求各市县应急管理部门统
筹协调应急抢险救援和救灾安置准

备，提前预置抢险救援力量和防汛抢
险救灾物资，并加强应急值守和信息
报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
带班制度。

8月28日 20时至8月31日 20
时，海南全岛共有52个乡镇（区）雨量
超过100毫米，其中五指山和保亭两
个市县共有5个乡镇（区）雨量超过
200毫米，预计此次热带低压还会持续

有强降雨影响，自然资源和规划、水
务、住建等部门联合对在建建筑、水库
等工程项目进行地质灾害排查。省自
然资源和规划厅组织人员到市县对地
质灾害隐患点进行排查，确保早发现
早预防，并要求及时将防御灾害信息
传达到各市县乡镇、村委会。

省水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9
月1日14时，全省有18个市县水库蓄

水 15.83 亿立方米，占正常库容
50.0%。省水务厅将对水库责任人值
班情况进行抽查检查，要求各市县水务
部门加强水库监测和巡查，做好水库蓄
水、泄洪准备。省住建厅下发通知要求
加强建筑工地隐患排查，尤其是重点排
查塔机、塔吊、脚手架、简易工棚存在的
风险隐患，以及农村危房、城市危楼的
排查，及时劝导居住人员转移安置。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厅已联合海洋、渔政监察部门要求
海上作业渔船及时回港避风，并开展
近海水产养殖安全排查。截至9月1
日14时，我省已有12597艘渔船回
港避风，已经转移3.7万渔业从业人
员上岸。省农业农村厅提醒海上作
业的渔民、渔业养殖户，合理安排出
行、出海行程，以生命安全为第一。

我省多个部门部署防御工作

本报三亚9月1日电 （记者徐
慧玲）海南日报记者9月1日从三亚
市有关部门获悉，当天10时，三亚市
三防指挥部启动防汛防风Ⅳ级应急
响应，并召开防御热带低压工作会
议，要求有关部门严阵以待、全力以
赴做好防御热带低压工作。

当天16时35分，三亚市气象台
变更台风蓝色预警信号为台风黄色
预警信号：随着热带低压逐渐靠近本
岛，未来24小时内，三亚市沿海和陆
地风力将逐渐加大，平均风力将达8
级－9级，阵风10级以上。

在水库安全度汛方面，三亚市小

（二）型以上水库93座，其中大型水库
1座，中型水库6座，小（一）型水库26
座，小（二）型水库60座。据9月1日
8时统计，三亚水库蓄水量2.7亿立方
米，占总正常库容45.5%。目前三亚
水库防汛责任人和巡查人员上岗到
位，严格落实水库安全度汛措施，加
强水库运行管理和巡查防守，及时掌
握水库运行情况，确保工程安全。

三亚有关部门已组织人员对该
市18个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监测，
提前做好各项防范准备工作，并通知
做好附近村民转移应急准备。积极
开展城市内涝排查，三亚易积水和重

要防御路段共30处。三亚住建部门
已储备应急抢险排涝设备103件，组
织513人的应急排水抢险队伍，加强
城市排水管网、市政设施、易涝小区、
低洼易涝区的排查，防范强降雨可能
引发的城市内涝。

三亚住建、交通、供电等部门加强
了公路、桥梁、电力、通信、供水、燃气等
重要基础设施安全检查，及时排除安全
隐患。对在建工地、高空构筑物、悬挂
物、建筑塔吊、路灯路牌、户外广告牌以
及农村危旧房屋、临时建筑、简易工棚、
铁皮屋、行道树木等进行全面排查，落
实防风加固措施，做好城市防风工作。

在抢险救援准备方面，三亚组织
了三亚红十字应急救援中心和蓝天
救援队共50人进行集结待命，将根
据热带低压影响情况及时投入防风
应急救援工作。

据悉，目前三亚有82个转移安
置点以及7座防洪楼。三亚市三防
物资仓库储备照明设备、救生衣、雨
衣、雨靴、发电机等44种防汛应急物
资，总计48590件。三亚救灾物资储
备中心储备救灾帐篷、被褥、毛毯、草
席、应急包等31819件救灾物资，同
时与3家大型超市签订物资供应协
议，多举措保障三亚防汛应急工作。

三亚：巡查监测地质灾害隐患点

2019年海南省“中华慈善日”
主题宣传活动启动

本报海口9月1日讯（记者刘操 通讯员刘
小勇）在9月5日第四个“中华慈善日”到来之际，
9月1日上午，2019年海南省“中华慈善日”主题
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海口举行，活动主题为“慈善
聚焦脱贫攻坚，携手共创美好生活”。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指导下，依靠社会
各界爱心支持，海南慈善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募捐善款、物资连年递增。目前，我省认定和登记
省级慈善组织共48家；13个市（县）成立了慈善总
会。据不完全统计，从2016年至2019年6月，我
省各类慈善组织捐赠总额超过11.32亿元，支出
11.23亿元，开展各类慈善活动500余项，涵盖助
医、助学、助残、助孤等方面，约150万人次受益。

启动仪式上，多家社会组织代表一同宣读了
2019海南省“中华慈善日”倡议书。据了解，9月
5日“中华慈善日”当天，省民政厅将在海口市举
办全民参与的公益集市活动，届时将有十余家社
会组织带来20多个公益体验项目，使广大群众能
够真正参与到“中华慈善日”活动中来，让大家在
爱心活动中感受慈善、领悟崇高。

副省长苻彩香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

本报海口9月1日讯 （记者郭
萃 通讯员符晓虹 李凡）海南日报记
者9月1日下午从省气象部门了解
到，南海热带低压已于8月31日20
时生成。预计该低压可能于未来24
小时内加强为台风（热带风暴级），将
于2日早晨到下午在海南岛东部沿
海地区登陆。省气象局1日16时30
分继续发布台风四级预警。受其影
响，9月1日夜间-5日，海南岛陆地
和近海将出现强风雨天气。

据监测，南海热带低压9月1日
20 时中心位于北纬 19.2 度、东经
114.3度，也就是在距离陵水黎族自
治县偏东方向约455公里的南海东
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7级
（15米/秒）。

省气象台预计，该低压将以每
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
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可能于未来
24 小时内加强为台风（热带风暴
级），将于2日早晨到下午在海南岛

东部沿海地区登陆。3日-5日，该
热带风暴仍在海南岛近海回旋，将
给海南省带来长时间的风雨天气过
程。受热带气旋影响，9月 1日夜
间-5日，海南岛陆地和近海将出现
强风雨天气。

陆地方面，1日夜间，全岛有雷
阵雨，北部和东部的局部地区有暴
雨。2日-3日，北部、东部、中部和南
部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西部地
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4日-5日，

全岛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预计，9月1日8时-5日8时各

地过程雨量，海口、定安、澄迈、文昌、
琼海、万宁、临高、儋州、屯昌、琼中、
白沙、昌江、陵水、三亚、五指山和保
亭等市县400毫米，局地600毫米；
乐东和东方300毫米。

另外，9月1日夜间-5日，海南
岛北部、东部和南部沿海陆地将伴有
6-8级、阵风9级的大风。

此外，省气象局1日16时40分

发布暴雨四级预警：受热带低压影
响，预计1日夜间到2日白天，海口、
文昌、琼海、万宁、屯昌、临高、澄迈、
儋州和定安等9个市县的大部分乡
镇将出现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请
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

该热带气旋对海南省影响时间
较长，将给琼州海峡造成长时间的停
航，严重影响瓜菜的运输供应，相关
部门需提前部署瓜菜的调运与存储，
做好市场的保供稳价工作。

省气象局发布台风四级预警

热带低压预计今日登陆海南岛东部

全国知名民企与海南民企
对接交流会在海口召开

本报海口9月1日讯（记者刘操 通讯员何
光兴）9月1日晚，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在海口组
织召开全国知名民企与海南民企对接交流会。
15家全国知名民企代表和海南省本土知名企业
家代表面对面对接交流。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肖杰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国内知名企业家们纷纷介绍了企业发

展的经验、在海南投资兴业的意向，并反映了企业
在海南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海南本土民营企业
发展壮大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企业家们纷纷表
示，对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充满期待，希望能参
与海南发展，共享发展机遇。

会议指出，海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民营经
济发展，将民营企业视为建设海南自贸区自贸港
的一支重要力量。海南建设自贸区自贸港不仅需
要吸引大企业大项目进驻，同时也亟需培育和发
展本地成长起来的众多民营企业。希望全国知名
民企在海南投资兴业的同时，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特长，加强与本土企业的交流合作，为海南企业发
展指点迷津，传经送宝，帮助本地企业实现快速成
长；也希望海南本土民营企业抓住难得的与全国
知名优秀企业合作发展的良机，充分学习借鉴他
们先进的发展理念和经验模式，拓展思路，取长补
短，聚焦创新，苦练实力，把企业做优做强，为海南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海南省委统战
部、海南省工商联也将积极发挥自身职能优势，为
民营企业做好服务工作。

这次会议的成功举办，也是为后续推动更大
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的全国知名企业与本土
企业融合发展进行的一次积极实践，也是开展“两
个确保”百日大行动的具体行动。

我省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优秀电影展映活动启动
为期两个月，计划放映2893场电影

本报海口9月1日讯（记者尤梦瑜）9月1日
晚，我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电
影展映活动首映在省文体公园举行。

据悉，本次展映分为九大电影放映内容：“文
化扶贫——优秀电影进贫困村”“知青岁月——优
秀电影进农场居”“美丽乡愁——优秀电影进乡
镇”“文化惠民——优秀电影进社区”“鱼水情深
——优秀电影进军营”“沙滩与海——优秀电影进
海滩”“佳片有约——优秀电影进广场”“畅想青春
——优秀电影进校园”“百花齐放——优秀电影进
南沙社区影院”。

当晚的首映活动，播放了电影《湄公河行动》，
吸引了数百名市民群众观看。据介绍，展映活动
为期两个月，将覆盖全省各市县社区、广场、乡镇、
贫困村、海滩及部队军营，计划放映2893场。

本次电影展映活动由省委宣传部主办，海南
省电影有限公司承办。

省公安机关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大庆安保维稳誓师大会举行

启动为期3年的全警大练兵
本报海口9月1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陈

炜森 杨笑）9月1日8时30分，省公安机关庆祝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安保维稳誓师大会暨全
警实战大练兵启动仪式在海口拉开帷幕。现场近
3000名民警、辅警一起举起右拳，铿锵有力的铮
铮誓言振聋发聩、响彻长空。

启动仪式现场，由省公安厅和海口市公安局
民警、辅警组成的16个方阵装备齐全、整齐划
一、列阵而立，装甲车、水炮车、防弹运兵车、排
爆车、反恐突击车等特种车辆环绕四周，场面宏
大、气势磅礴。随着指挥官掷地有声的出征令，
伴着雄伟壮阔的《中国人民警察警歌》，现场的
铁骑方队、特种车辆、执法执勤车辆方队绕主席
台后出征前进，分头执行各自任务，各方阵队员
在车队全部出征完毕后，按照现场指挥立即奔赴
日常勤务当中。

据悉，省公安厅决定，从现在起至2022年，在
全省公安机关开展为期3年的全警大练兵活动。

本报海口9月1日讯（记者计思
佳）9月1日下午，海口召开三防指
挥部工作会议，对防御热带低压工
作进行部署。会议要求，海口各单
位、部门要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
要求，敢于担当、主动作为、落实责
任，全力做好防御热带低压工作，确
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生
产生活有序。

据了解，海口住建部门已通知
全市 2941 个小区落实责任人，做
好高空坠物和地下室易泡水区域
及供电设施的隐患排查。截至目

前，已巡查在建工地 270 个、塔吊
306个，安全处理工棚344栋，转移
工棚人员 29 人；排查城市危房和
农村危房565户，转移204人；海口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海口5处地
质灾害隐患点进行了全面排查，安
排专人值守，及时预警；园林部门
共加固树木 3632 株，修剪乔木
3271株，清理枯枝3232株，排查公
园绿地用水用电安全 48 处；电力
部门修剪影响用电安全的树木
5378株，加固电线杆19根，排查用
电安全隐患40处，目前23处已整

改到位，17处正在整治。
据悉，海口重点加强城市内

涝、水库安全管理、渔船回港避风、
市场供应保障、旅游防风、学校安
全管理和低洼地区人员转移等重
点工作，加强工作督导，落实责任，
确保工作落到实处。截至目前，全
市 2038 艘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
其中 14 艘在外省避风，渔民转移
上岸4574人，加固转移渔排62户，
转移渔排人员124人；全市129宗
水库蓄水11944万立方，蓄水占正
常库容的58.14%，所有水库均在正

常水位运行；海口市商务部门和菜
篮子储备蔬菜 3000 吨，确保市场
供应；海口市政部门准备应急电源
泵车 14 辆，作业车 27 辆，抽水泵
27台做好应急排涝准备工作。

海口市将进一步优化与驻市军
警和消防部门的联动响应机制。现
有警备区预备民兵应急队伍 500
人；消防部门成立45个防汛救灾小
组，组织车辆45台、419人；各区、各
成员单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和物
资，随时做好应急抢险救援的各项
准备工作。

海口：2038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陵水：

做好中小河流域
洪水防御

本报椰林9月1日电（记者邓
钰 特约记者陈思国）海南日报记者
9月1日从陵水黎族自治县气象部
门获悉，9月1日夜间至5日，陵水陆
地和近海将出现连续强风雨天气，
该县已启动防汛防风Ⅳ级应急响
应，全县各相关单位和各乡镇密切
关注天气情况，全力以赴抓好人员
安全、水库防范、渔船安全管理等方
面工作。

同时，陵水气象部门发布防御
建议称，由于第12号台风“杨柳”刚
结束，许多渔船正忙于出海作业，相
关部门和渔民应密切关注天气动
态，及时调整出海计划，提前防范；

“杨柳”已给陵水带来较强降水，土
壤水分饱和，新一轮强降水进一步
增加农田积涝和中小河流洪水的风
险，相关部门应加强水库巡查管理，
做好农田积涝和中小河流域洪水防
御工作。

此外，此次热带气旋对陵水影
响时间较长，将给琼州海峡造成长
时间的停航，严重影响瓜菜的运输
供应，陵水相关部门将提前部署瓜
菜的调运与存储，做好市场的保供
稳价工作。

陵水气象部门表示，此次热带
气旋由于预报时效较长，后期路径
变化复杂，其路径及强度预报尚有
不确定性，相关部门将密切监视其
发展变化，及时滚动发布最新预报。

8月31日，琼海市嘉积镇，
亲友向百岁寿星毛开连献花。
当日，祖籍琼海的新加坡华侨毛
开连，在78位子孙和18位亲友
的陪同下，从新加坡回到家乡庆
祝百岁寿辰，琼海市200多位亲
友到场庆贺。

据介绍，毛开连25岁时到
南洋谋生。他爱国爱乡，热心家
乡公益事业，先后捐款修路建校
挖水井等。在当天的百岁寿辰
聚会上，他捐资公益，帮助贫困
学子读书。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百岁华侨
回国庆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