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9月2日讯（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徐武）海南日报记者9月2
日从海南铁路公司获悉，受热带低压
影响，琼州海峡封航，海南进出岛旅
客列车自9月1日 23时开始停运。

海南环岛高铁城际列车、海口市郊列
车目前正常开行，根据天气情况再调
整运行方案。

铁路部门提醒旅客，由于热带低
压影响列车停运，敬请旅客谅解。购

买以上时间车次车票出岛的旅客，请
到就近车站售票窗口办理改签或退
票手续，不收手续费。需要乘坐火车
出行的旅客，请注意车站公告或登录
铁路官方网站查询，以免耽误行程。

受热带低压影响

海南进出岛旅客列车停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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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70年·全国法治媒体
海南西线采访行”活动启动

本报海口9月2日讯（记者金昌波）9月2日
上午，由海南省委政法委、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的“壮丽70年·全国法治媒体海南西线采访行”活
动启动仪式在海口举行。

按照活动安排，9月2日至6日，来自全国29家
省级法治媒体组成的采访团将深入海口、三亚、儋
州、东方、澄迈、临高、乐东、白沙等市县的20多个基
层政法单位、社区村庄，实地采访报道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禁毒三年大会战、服务保障营商环境、矛
盾纠纷多元化解等方面的工作经验及成果。

启动仪式上，省委政法委、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领导为采访团授旗；采访团记者代表作了表态发
言，表示将通过扎实的采访和生动的报道，将平安
海南、法治海南建设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以媒体融
合的方式分享至全国。

防御热带低压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9月1日12时-9月2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6

6

3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15

14

11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宣讲报告团走进海南银行
8位成员讲述“平凡岗位上
的不凡人生”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通讯员 张栢宁 实习生 林琳

“驻村这些年，我的电话成了村里的‘12345’
服务热线，24小时不关机；我的私家车成了村民
的‘公交车’‘救护车’和‘货车’，3年累计跑了近
20万公里……”

“我是来自祖国最南端电视台的一名记者，用
镜头、用话筒记录三沙的绮丽壮美和动人故事，就
是我的初心和使命！我的青春就应该在这里挥
洒，身上的晒斑就是最好的青春印记！”

9月2日下午，海南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暨“勇当先锋、做好表率”先进典型事迹宣讲
报告会在海南银行举行。8位来自行业一线的工
作者走上讲台，为300多名海南银行党员干部职工
动情地讲述“平凡岗位上的不凡人生”。每每听到
感人、提气的话语，观众就报以热烈掌声。

该宣讲报告团成员包括省妇联驻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加茂镇共村第一书记隋耀达、中国科学院
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工人周皓、海南广播电视总
台新闻频道主持人范卓、海口海关缉私局侦查处处
长牛新宁、省博物馆解说员秋颖、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湾岭学校校长包瑞、海口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薛
烨、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三沙卫视记者栾子洲。

同样为脱贫攻坚事业奋斗过，海南银行综合
管理部副总经理彭松深知隋耀达工作的不易，“带
领大伙发展黑山羊养殖产业，自掏腰包为村民捐
款捐物，帮助‘醉汉’贷款重拾致富信心……是隋
耀达的全身心投入、不计回报的付出，才让共村取
得了今天的脱贫成绩，这一点令人钦佩。”

“作为青年职工，看见栾子洲在三沙市奉
献青春、成就梦想，我感到热血沸腾。”海南银
行总行营业部综合部经理刘禹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自己将从宣讲团成员身上汲取精神力
量，在岗位上扎实学好本领，磨砺技能，为海南
百姓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更实惠的产品、更暖
心的体验。

接下来，8位宣讲报告团成员还将赴各市县、
高校、企业、军营举办先进典型事迹宣讲报告会，
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
心、落地生根。 （本报海口9月2日讯）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上接A01版
沈晓明强调，金融生态环境是营商环境的重

要组成部分。要压实金融机构、地方政府、金融监
管部门责任，加强信息共享、分类管理、风险处置
等方面的工作协同，形成合力。要加快推进社会
信用和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加强金融债权保护，
深化监管协调，加大对跨市场、跨行业风险监
测，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持续加强存款保险
知识宣传，通过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夯实稳金融
的基础。

沈丹阳、倪强参加会议。

扎实做好稳金融工作

本报海口9月2日讯 9月2日
10时40分，于8月31日夜间生成的
南海热带低压在万宁市沿海登陆，
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7级。我
省各地积极开展热带低压防御工
作，多措并举，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
活稳定和生命财产安全。

海口市琼山区组织898人组建
了83支水库防汛抢险队伍，并按照
水库防洪调度和预案的工作要求，
对辖区各水库的大坝、溢洪道、涵
管、闸门、启闭设施等风险点开展
隐患排查。同时，强化对在建工地
的风险排查及处理，对积水点加强
值守，做好应对积涝排水准备，并
突出抓好城市树木修剪和加固环
卫设施等。

三亚 924 艘渔船全部进港避
风，转移渔船渔排上人员3314人。
三亚水务部门加强水库安全运行管
理，并派出4个河段长巡查宁远河，
督促做好施工围堰挖除工作，保障
河道行洪畅通。三亚住建部门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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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置59台排涝
设备，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市
内涝。供电部门对3条线路22座变
电站进行特巡特维，检查高压电杆
202基，加固10处。自然资源部门
不间断巡查18个地质灾害隐患点，

目前情况正常。三亚各区、各部门
共出动2692人次，对7365棵树枝
进行了修剪，加固乔木533棵。

同时，三亚积极做好旅游安全
工作。截至9月2日18时，三亚龙
湾海底世界、天涯海角游览区、三亚
蜈支洲岛旅游区、三亚大东海旅游
区、三亚兰花世界文化旅游区等6个
涉海景区暂停营业。

9月 2日，受南海热带低压影
响，琼海普降暴雨，市内部分低洼地
带出现积水。截至当日18时，琼海
当地仍有降雨，当地市政部门已积
极对积水路段进行排水作业。

琼海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
度和领导带班制度，各级信息员在
岗履职，抓好预测预报、灾情统计
上报等工作，水库三级责任人员到
岗到位，做好水库防洪工作，确保
安全度汛。提前全面排查安全隐
患，尤其是对在建工地、地质灾害
点、燃气设施进行安全检查，规避
安全风险；加强渔船、渔民安全管
理，做好渔港管理、渔船回港、渔民
上岸等安全防风工作；合理安排停
课，全力确保师生安全；落实排涝
措施，防御城市积涝。

作为热带低压登陆点，截至9月
2日 17时 30分，万宁没有灾情发
生。为进一步规避安全风险，万宁
市政府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制度，密切关注热带低压的动向，加
强研判。同时，利用渔民信息群，每
6小时发布一次低压情况，加强对9
个停泊点的监管以及对小海、老爷
海鱼排的巡查，严禁渔船违规出
海。目前，万宁2158艘渔船在港避
风，危房及低洼等危险区域转移安
置人口515人。

此外，万宁还进一步加大对大
洲岛、加井岛、洲仔岛等区域非法旅
游的管控，防止非法上岛旅游滞
留。同时，做好水库安全度汛、地质
灾害风险防控、旅游景点和建筑工
地安全管理、城市排涝、渔船渔排和
危房人员转移避险、应急抢险救灾
准备、供电供水保障、市场供应等重
点工作，并及时、准确做好灾情统计
和报送工作。

受热带低压影响，9月2日东方
迎来风雨天气。为确保城市公共安
全，东方多措并举做好水库安全度
汛、渔船回港避风和24小时值班值
守等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稳定和生命财产安全。

在高坡岭水库，巡查人员认真
检查水库周边环境，及时劝离在水
库低洼地钓鱼市民。同时，水库组
织全体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
密切关注水库安全运行情况，确保
水库防风防汛工作万无一失。在八
所中心渔港码头，东方全市的375

艘渔船已全部归港避风，整齐排列
在码头。渔民已完成加固缆绳的工
作，为防御热带低压天气做好准
备。东方市三防服务中心落实防风
防汛各项应急措施，督促各有关单
位和乡镇加强值班值守，全力做好
水库安全防汛、渔船回港避风等防
台风工作，并指导农民做好抗灾减
灾准备，确保农业生产不受损失。

为防御热带低压，陵水黎族自
治县启动防汛防风Ⅳ级应急响应，
相关部门派出4个工作组在全县检
查热带低压防御工作落实情况。目
前，陵水全县1925艘渔船已有1923
艘回港避风，共组织4121名渔民、
渔排人员上岸避风，剩余2艘在南沙
就近避风。

陵水消防救援大队已成立热带
低压救援队伍，配置4辆消防车，2
艘救援艇，县人武部已组织约150
人的应急抢险救灾民兵分队。此
外，各乡镇抢险队伍已做好应急救
援准备，协调驻地军警做好应急出
动，各类救援物资器材均已准备完
毕。抢险救援队伍将继续24小时
待命，随时处置险情。该县有关部
门还预置安装35个排水架在易涝
点，并成立城市内涝巡查机动队等8
个机动队，不间断在路面巡查，一旦
发现积水点将第一时间进行处置。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各乡镇

近日普降暴雨，出现人员被困、积
涝点塌方等险情。9月 2日上午，
琼中红洲洋蔬菜基地内17人被大
水围困，基地内74户 190人受灾，
183亩菜地被淹。获悉情况后，琼
中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妥善转移安
置受灾人员，并安排人员对受灾区
域展开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此外，琼中各乡镇组织人员对
漫水桥、山塘、水库以及易发地质灾
害、山洪区域等重点领域隐患进行
排查，发现黎母山镇一座临时便道
围堰垮塌，县城出现3处积涝情况，
2 座鱼塘被冲毁，20 座漫水桥被
淹。截至9月2日17时，琼中共转
移群众67人，未造成人员伤亡，县
城2处积涝点已排干积水，另一处
积涝点出现塌方情况，已安排人员
值守，其他隐患点也正做好排涝整
改工作，4条电力线路受已全部恢
复供电。

为应对南海热带低压带来的强
降雨，海垦控股集团从9月2日起派
出3个督察组，分赴18个市县的农
场公司、产业集团开展督查工作，对
各下属企业落实汛期24小时防汛
防风值班制度、垦区水库防汛及地
质灾害易发生区域、重点工程项目、
危房、水库、漫水桥防范工作等内容
进行督查。 （综合本报记者来稿）

组织渔船回港渔民上岸，转移受灾群众，排查安全隐患，成立应急救援队伍……

我省各地多举措防御热带低压

本报营根9月2日电（记者良
子 通讯员黄博阳）9月 2日 11时
44分许，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消防
大队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称：位
于营根镇的什加玛河因暴雨导致河
水暴涨，造成沿河附近多户居民被
困。接到报警后，指挥中心立即调
派1辆水罐泡沫消防车、2辆抢险
车、1艘橡皮艇，以及20名指战员
赶往现场实施救援。

11时 58分，救援人员到达现
场。经了解，位于什加玛桥上下游

的什加玛村和洪州村地势低洼，多
处房屋被河水淹没，河水即将漫过
简易用房屋顶，最深水位约1.5米，4
处地方有17名村民被困，现场暴雨
持续不断、水流湍急，情况十分危急。

消防救援人员随即分4组展开
救援，救援人员穿着水域救援装备，
并携带浮力背心和救生圈，在牵引
绳的保护下采取徒步涉水救援的方
式进行救援。13时23分，在乡镇政
府及辖区派出所的协助下，消防救
援人员成功营救出17名被困群众。

房屋被淹17名村民受困
琼中消防成功营救

万宁发布
兴隆健康旅游产业园规划

本报万城9月2日电（记者袁宇 特约记者
卓琳植）9月2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万宁市政府相
关部门获悉，该市日前发布了兴隆健康旅游产业
园的园区规划，将打造集热带植物观光、温泉度
假、华侨文化体验、康体养生、演艺娱乐为一体的
旅游综合度假区。

据介绍，兴隆健康旅游产业园位于海南万宁
兴隆华侨旅游经济区。兴隆健康旅游产业园的发
展定位是打造国家热带综合休闲旅游目的地，共推
出万宁市兴隆新东南亚风情园项目、万宁市国际医
疗健康新城项目、万宁市兴隆健康养生城项目和万
宁市兴隆文化演艺乐园项目4个招商项目。

具体停运情况如下
1、9月2日三亚至北京西Z202次改为9月3日在湛江西站始发，同时三亚至湛江西间停运。

2、9月3日三亚至北京西Z202次改为9月4日广州站始发，同时三亚至广州间停运。

3、9月2日、3日海口至上海南K512次改为9月3日、4日在广州站始发，同时海口至广州间停运。

4、9月2日、3日海口至哈尔滨西Z112次改为9月3日、4日在广州站始发，同时海口至广州间停运。

5、9月2日、3日三亚至长春Z386次改为当日在湛江西站始发，同时三亚至湛江西间停运。

6、9月2日、3日海口至郑州K458次改为当日在湛江西站始发，同时海口至湛江西间停运。

做足准备应对热带低压
图① 9月2日，海口市菜篮子公司蔬菜冷冻仓库，工人们在进行库存清点与蔬

菜分拣工作，确保有充足菜源入市，满足市民“菜篮子”需求。见习记者 封烁 摄
图② 9月2日，在海口世纪大桥附近码头，渔船以及货船归港停靠避风。

见习记者 封烁 摄
图③ 9月2日，位于万宁的海南东部救灾物资储备库，工作人员搬运物资。

本报记者 袁琛 通讯员 吴鹏 摄

消防救援人员涉水救援被困村民。（琼中消防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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