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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重点城市
空气质量日报

（9月2日12时-9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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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3

9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18

9

5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防御台风“剑鱼”

本报海口9月3日讯（记者彭青
林）9月3日上午，省委书记刘赐贵、省
长沈晓明在海口会见中国能源建设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汪建平一行，
双方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4·13”重要讲话和中央 12 号文件
精神，进一步落实双方的战略合作

协议深入交换意见，一致表示将抢
抓历史机遇，在总部经济、基础设
施、智慧海南、美丽乡村建设等方面
深化合作，共同推动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
设。省委常委、秘书长胡光辉参加
会见。

刘赐贵沈晓明会见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客人

本报海口9月3日讯（记者李磊）
9月3日上午，省委组织部在海口召开
2019年上半年境外培训班学习成果
汇报会。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彭金辉出
席会议并讲话。

去年4月13日以来，我省先后组
织11批次 275名干部赴新加坡、荷
兰、美国、英国等国家和中国香港地区
学习培训。2019年我省计划实施9
个境外培训项目，上半年赴美国、英
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6个项目于6
月份启动实施，全体学员已完成学习
任务返回海南。会上，6个境外培训
班的临时党支部书记、班长和学员代
表介绍了新加坡、美国、英国和中国香
港在自由贸易港建设、发展现代金融

业和物流业、打造旅游消费中心和生
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做法经验，分享
了学习心得和体会。

会议指出，回到工作岗位后，学员
们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两个确保”百
日大行动中，争做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的行动派。要结合工作和岗位实际，将
所学所思所得进行认真梳理，充分运用
到建设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实践中。
要持续对标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
讲话、中央12号文件和中央出台支持
海南的一系列政策，针对涉及自己分
管领域和工作的要求，注重制度创新，
找思路、找举措、找方法，把各项工作
落实到位。要做好成果交流，放大培
训效应，让更多的干部共享学习成果。

省委组织部召开2019年上半年境外培训班学习成果汇报会

结合境外所学所思所得
学以致用抓好工作落实

本报海口9月 3日讯 （记者郭
萃 通讯员董立就 李凡）海南日报记
者9月3日晚上从省气象部门了解
到，南海热带低压于3日2时加强为
今年第14号台风“剑鱼”，并于2时
30分前后在越南中部沿海登陆，17
时，“剑鱼”减弱为热带低压并再次
往东北方向移动“杀回马枪”在我省
南部回旋。

热带低压“剑鱼”3日23时中心
位于北纬17.2度、东经108.7度，也
就是在距离三亚市西南方约145公
里的南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
力7级（15米/秒），中心最低气压为

998百帕。
省气象部门提醒，“剑鱼”已经

对海南岛造成大范围的强降水，特
别是中部和东部地区过程雨量已超
过300毫米，3日夜间至6日本岛仍
持续强降水天气。城乡积涝、中小
河流洪水和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进
一步加大。

此外，省气象局9月3日17时继
续发布台风四级预警。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与省气象
局9月3日16时联合发布地质灾害
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
五指山市、琼中县、屯昌县南部（枫

木镇、坡心镇、南吕镇、乌坡镇）、定
安县南部（翰林镇、岭口镇）及琼海
市中南部（石壁镇、龙江镇、会山镇、
阳江镇、中原镇、嘉积镇、万泉镇）地
区降雨诱发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预
报等级为三级（黄色预警）。

省气象局9月3日16时50分继
续发布暴雨三级预警：受“剑鱼”外围
环流和弱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3日
夜间到4日白天，琼海、万宁、屯昌、
琼中等市县将出现50毫米以上的强
降水，海口、定安、澄迈、白沙、五指
山、乐东、三亚、保亭和陵水等9个市
县仍有大雨以上降水。

“剑鱼”减弱为热带低压,“杀回马枪”在南部回旋

我省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三级预警

我省各地应急救援队随时待命、易涝点实施专人防护、调运瓜菜保供稳价……

全力防御台风 降低灾害损失

中央媒体看海南

9月2日下午，2名游客私自驾驶橡皮艇
从三亚小东海附近出海，后因油料耗尽船舶
无动力，在海上随风漂流遇险求救。接警后，
三亚海上搜救分中心展开搜救。图为9月3
日上午，经过连续12个小时、船舶6艘次的
昼夜搜救,南海救助局“南海救203”轮救助
人员发现2名遇险人员及其驾驶的橡皮艇，
将他们救起。

文/本报记者 徐慧玲 通讯员 陈柏蓉
图/通讯员 黎满林

⬆ 9月3日，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长征镇的辉草水库，工作人员查看水库正常溢流情况。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 9月3日，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营根镇营胶巷，树木倾倒压到房顶，消
防救援人员对树木进行清理。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上接A01版
习近平强调，斗争精神、斗争本

领，不是与生俱来的。领导干部要经
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
炼，在复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
面、壮筋骨，真正锻造成为烈火真金。
要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创新理论，掌握
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夯实敢于
斗争、善于斗争的思想根基，理论上清
醒，政治上才能坚定，斗争起来才有底
气、才有力量。要坚持在重大斗争中
磨砺，越是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越
是形势严峻、情况复杂的时候，越能练
胆魄、磨意志、长才干。领导干部要主
动投身到各种斗争中去，在大是大非
面前敢于亮剑，在矛盾冲突面前敢于
迎难而上，在危机困难面前敢于挺身
而出，在歪风邪气面前敢于坚决斗争。

习近平指出，社会是在矛盾运动
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领导
干部不论在哪个岗位、担任什么职务，
都要勇于担当、攻坚克难，既当指挥
员、又当战斗员，培养和保持顽强的斗
争精神、坚韧的斗争意志、高超的斗争
本领。我们在工作中遇到的斗争是多
方面的，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
防、治党治国治军都需要发扬斗争精

神、提高斗争本领。全面从严治党、坚
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
地位、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消除金融领
域隐患、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
坚战、治理生态环境、应对重大自然灾
害、全面依法治国、处理群体性事件、
打击黑恶势力、维护国家安全，等等，
都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领导干部
要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战士。

陈希主持开班式并讲话。他表
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根本任务，作
为全部工作的主题主线，自觉主动学、
及时跟进学、联系实际学、笃信笃行
学，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锤炼忠诚干净
担当的政治品格，发扬斗争精神、提高
斗争本领，把初心和使命落实到本职
岗位上、一言一行中，为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作出应有贡献。

丁薛祥、黄坤明出席开班式。
2019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

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参
加开班式，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
席开班式。

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顽强奋斗

本报海口9月3日讯 连日来，在防
御台风“剑鱼”中，我省各市县、各部门
积极履职尽责、全力防范、确保安全，最
大限度减少损失。

9月3日20时，海口市防汛防风防
旱指挥部将防风防汛Ⅳ应急响应提升
为防风防汛Ⅲ级应急响应。海口市已
准备676支应急工作救援队1.6 万余
人，各类应急抢险车辆357辆，以及发
电机、抽水泵、抢险救生舟、冲锋舟、救
生衣、编织袋等各种救援装备，确保发
生灾情险情时做到及时有效应对。目
前 ，海 口 水 库蓄水占正常 库容 的
59.56%，蓄水占正常库容90%以上的
水库有21宗，33宗水库正在泄洪。南
渡江龙塘站的水位在9月 6日至7日
会出现高水位，达到12米至13米。海
口市三防办要求，南渡江沿岸的低洼
地区要做好防范，落实人员转移措施，
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确保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加强在建工地、塔吊、深
基坑等隐患点的安全防御。

在防洪排涝设备预置和城市内涝
防范方面，三亚预置59台排涝设备，
513人的排涝抢险队伍。此外，三亚
还设置了82个转移安置点，目前已转
移渔民3314人，转移地质灾害隐患点
区域人员6人。在启动防汛一级预警
后，三亚交警支队在全市主次干道岗
点及易拥堵、积水路段实名部署警力
管控，并加强对其他交通易堵路段的
巡逻管控和指挥疏导。同时，三亚交
警支队加强视频监控，及时发现积水
拥堵问题并派警力进行处置，对积水
深度超过20厘米点段以及因积水影
响道路交通的情形，立即采取封闭措
施，加强指挥疏导。

琼海对易涝点实施专人专点防护
措施，在易积水路段打开排水井盖进行
排水的，由专人看守，并设立三角警示
架，保障车辆、行人安全通行。琼海市
提前准备了警示灯、锥桶、反光贴、强光
头灯等排涝物资，确保台风期间排除内
涝工作正常开展。琼海市相关部门已
组织工人对嘉积城区范围内所有路面
上的雨水、污水检查井安装防护网，并
对缺损井盖进行修复，拆除户外破损广
告牌等。9月3日起，琼海全市中小学
校晚修停课，9月4日，全市中小学校幼
儿园停课一天。

万宁市已组织排水抢险应急队
伍，24小时待命，时刻参与城市排涝工
作。万宁公安交警全体人员24小时在
岗，通过发布易积水路段信息，并有针
对性地加强G98高速公路万宁段、国
道223线、万城及兴隆、和乐、东澳等
乡镇道路的巡逻检查和交通指挥疏
导，保障市民出行。万宁市还安排人
员对全城区路灯、控制柜、景观灯行道
树以及垃圾场进行全面排查，高杆灯
全部下降到安全高度，对行道树开展
修整，对垃圾场库区做好覆盖压实和
雨污分流，对全市10个易涝点及低洼
地段排水管道进行排查疏通。9月 3
日11时许，万宁消防救援大队指挥中
心接到市应急管理局调度，派出橡皮
艇成功营救1名在东山岭附近被暴雨
困住的被困市民。

东方全市各大水库已积极采取措
施，全力确保水库蓄水，使得旱情得
到有效缓解。截至9月3日 17时，东
方市大型水库蓄水量8.36亿立方米，
占正常库容 51%；中型水库蓄水量
5199万立方米，占正常库容64%；小

型水库蓄水量1859万立方米，占正常
库容60%。全市40座水库总蓄水量
9.07 亿立方米，占总正常库容 52%。
东方各大水库实行24小时不间断轮
岗值班，并且要求全体工作人员提高
警戒，及早进入汛期防洪状态，全力
做好各项防风防汛工作。同时，水库
管理所还加强对水库大坝的巡查及对
防洪设备的检修，并做了相应的工
作。在防御台风的工作中，东方把水
库安全作为重点工作，做到水库防汛
责任人和管理人员到位，严格落实安
全度汛措施，加强汛期日常水库巡查
排查，并每日定时向市三防办发送水
库实时监测数据，做到及时发现问
题，及时应急处置。

乐东黎族自治县多举措防御热带
低压，努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乐东气象部门第一时间向县三防
指挥部报告热带低压的监测预报情
况，并向社会发布预报预警信息。提
前通知受影响海域的渔船注意做好防
风避险工作，全县968艘渔船均已回
港，3205人已全部上岸。正在对漫水
桥、路等重点交通的安全进行值守。
组织协调各镇对农业及扶贫设施进行
加固。提前部署瓜菜的调运与存储，
应对市场保供稳价工作。对建筑工地
及居住高楼群众室外物品的收放、加
固进行宣传督促，对高空广告牌及大
树进行加固。目前，乐东县四套班子
成员到各自驻点镇、部门开展防御热
带低压工作，指导和督促各部门、各镇
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乐东加强
监测，充分利用此次热带低压带来的
持续性降水，既确保水库安全度汛，又
努力做好蓄水工作。

陵水黎族自治县各乡镇、各部门
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
制度，多举措做好防御工作。目前，陵
水全县渔船已按要求回港避风，属地
乡镇和农业农村部门将加强停靠渔船
安全和监督管理工作，并对渔船的生
产生活用火问题高度关注，防止停靠
期间发生消防安全问题。同时，陵水
做好地质灾害监控工作，加强监测全
县15个地质灾害隐患点，保证24小时
有专人监测，并做好科学研判。县交
通、环卫等部门做好强降雨影响路段
的出行安全工作，在积水点、漫水桥等
地，提前部署警示标志和应急排水设
备，派专人现场巡查值守。县水务局
将进一步做好水库科学调度工作，加
大巡查力度，及时发现和消除水库安
全隐患。

截至9月 3日 16时，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受灾人口527人，紧急转移
安置人口35人。面对雨情汛情，琼中
落实县、镇（乡）、村三级24小时值班
制度，重点做好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
及农业生产安全保障，同时对全县低
洼地区、建筑工地、地质灾害易发区、
简易工棚和危房户群众进行排查转
移，组织通讯、电力、交通、水务等部
门尽快调查、核实灾害损失情况，并
安排技术力量对风毁水毁工程、设施
进行突击抢修，争取最短时间内恢
复使用。琼中各乡镇正有针对性地开
展灾后恢复和重建工作，根据各乡镇
农户受损的情况，将结合实际给予补
贴，帮助农户恢复生产生活，避免因
灾致贫，因灾返贫，并及时修复损坏
的农业设施。

（综合本报记者来稿）
本报讯（记者林容宇）9月3日，

《光明日报》在头版“壮丽70年 奋斗
新时代——共和国发展成就巡礼·海
南篇”专栏，刊发文章《海南：种好改革
开放试验田》，并在6版、7版用两个版
的篇幅介绍我省70年发展成就。文
章指出，启动自贸区建设一年多来，海
南先后发布42项制度创新案例，积极
发挥着改革开放试验田的作用。

文章提到，日前，海南省委深改办
（自贸办）发布了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第四批制度创新案例。其中，优化营
商环境类7项，社会治理类10项。这
些制度创新案例充分体现了“首创性、
已实施、效果好、可复制”的标准，并经
第三方权威机构评估，具有一定的借
鉴和推广价值。

文章指出，海南勇于突破传统经济
体制束缚，一系列的先行先试，使海南经
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1987年，海南地区生产总值仅有57.28
亿元，地方财政收入不到3亿元。2018
年，海南地区生产总值达4832.05亿元，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了15倍。

制度创新，体制松绑，激发了市场
活力。今年上半年海南新增市场主体
8.74万户，同比增长31.5%，其中新设
立企业3.49万户，增长28.6%。经济

外向度不断提升，上半年全省实际利
用外资同比增长3.6倍；货物进出口
总值增长45.6%，全口径服务进出口
总值增长8.5%。一个充满生机与活
力的新海南正展现在世人面前。

同日，《经济日报》在9版“壮丽
70年·奋斗新时代·蹲点笔记”专栏，
以《海南扬帆逐梦新征程》为题，报道
了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积极闯
关探路，敢于突破，在不同领域的开
放发展上先行先试，取得了一个个

“全国率先”的创新成果。
当天，《经济日报》10版、11版推

出“共和国发展成就巡礼海南篇”。
《海南端稳“生态金饭碗”》一文指出，
作为中国最大自贸区，海南严守生态
底线和红线，按照全省一盘棋的思
路，在“多规合一”改革中为海南整体
发展绘制了一张蓝图。其中，生态保
护红线是最早划定的，成为保障和维
护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在不
断创新的基础上，海南健全环境保护
法规制度体系。海南在推动出台《海
南省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海南省党政
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
细则（试行）》《海南省党委、政府及有
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职责》等法
规规章的基础上，持续不断推动环境
保护地方立法，完善全省环境保护法
规制度体系。

两家央媒聚焦我省发展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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