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洋浦港口吞吐量4239.8万吨
同比增长 13.9%

其中集装箱吞吐量完成69.3万标箱
同比增长37.9%

货重 1030.2万吨
同比增长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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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军到屯昌
开展脱贫攻坚等调研活动

本报屯城10月 18日电（记者金昌波）10月 18
日，省委副书记、省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指挥长李
军深入屯昌县，就脱贫攻坚等工作进行调研。

在西昌镇，李军与村民、乡镇扶贫干部深入交
流，询问了解槟榔收购价格、脱贫攻坚大队工作特别
是近期乡镇之间大比武开展等情况。在更丰村、土
龙村，李军走访脱贫户，对照扶贫手册核实收入来
源，详细了解享受产业、就业、健康、教育扶贫等帮
扶措施情况。每到一地，李军还实地查看村庄人居
环境整治、“厕所革命”等工作开展情况，对土龙村
大力推广三格化粪池卫生厕所、高质量开展老旧厕
所防渗漏改造、引导村民主动清掏粪污用于农业生
产的做法给予肯定，要求当地发挥好典型示范引领
作用，组织周边村庄到现场观摩学习，高质量抓好
改厕工作。

在调研中，李军向放弃节假日休息，依然奋战在
脱贫攻坚一线的扶贫干部表示亲切慰问，希望大家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个国家扶贫日到
来之际对脱贫攻坚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
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扎实做好年内各项工作，
争当脱贫攻坚的行家里手，为全省打赢脱贫攻坚收
官战、实现“三连胜”作出积极贡献。要高质量做好
建档立卡贫困户信息核实录入工作，通过进村入户
实地摸排，及时发现、解决问题，确保线上线下一致、
账账相符、账实相符。要广泛宣传大比武活动，激励
引导广大贫困群众积极参与，形成争当脱贫光荣户
的浓厚氛围。要加大就业技能培训力度，切实提升
贫困劳动力素质，帮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外出打工
增收；要加强扶贫成效评估，根据脱贫稳定性进行分
类管理、因人施策，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省有关部门和屯昌县主要负责人参加调研。

今日海南岛东部和中部强降雨仍将维持

我省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
受偏东急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

未来24小时
琼海、万宁、琼中、陵水、保亭、五指山、三亚和乐

东8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将出现50毫米以上的暴雨，
局地大暴雨

20日白天起降水明显减弱

本报海口10月18日讯（记者郭
萃 通讯员符晓虹 郭冬艳）海南日
报记者10月18日从海南省气象台
了解到，预计19日海南岛东部和中
部地区仍将持续强降雨天气。省政

府10月18日16时50分继续发布
暴雨二级预警，省气象局10月18日
17时继续发布海上大风四级预警。

预计18日夜间到21日白天，
临高、澄迈到海口一带海面，东到东

北风7-8级，阵风9级，19日白天起
减弱到6-7级，阵风8级。

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海南岛
东部和中部地区自12日起持续出
现强降雨天气，大部分乡镇累积雨

量已达400毫米以上，预计未来强
降雨天气仍将持续，中东部地区部
分市县的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
以及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的风
险很高。

前三季度

洋浦集装箱吞吐量
达69.3万标箱

本报洋浦 10 月 18 日电（记者林书喜 通讯员
符润彩）海南日报记者10月 18日从洋浦航运办了
解到，得益于内外贸同船运输、保税油加注、散装
改集装箱等利好政策的释放效应，今年1月-9月，
洋浦经济开发区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完成69.3 万标
箱，同比增长37.9%。今年全年集装箱量有望突破
100万标箱。

9月28日，随着海南自贸港首条洲际航线——洋
浦-南太-澳洲集装箱航线的开通，截至目前，洋浦已
开通集装箱航线32条，其中外贸航线13条，比去年
增加了5条。航线直达越南、泰国、缅甸、孟加拉国、
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巴布亚新几内亚、澳大利
亚等国家；内贸航线19条，比去年增加了5条，分别
连通钦州、南沙、泉州、上海、宁波、天津、营口、锦州
等地区；内外贸同船运输方面已打通海口、南沙、锦
州、天津4个流向的运输通道。

据洋浦航运办有关负责人介绍，洋浦将加紧推进
港区航道改扩建、小铲滩码头能力提升改造、小铲滩
码头扩建、港区疏港大道二期、北向S308路面改造、
疏港高速公路和铁路支线工程等大型港航物流项目
建设，为航运物流发展提供坚强硬件支撑，助力西部
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建设。风雨中的坚守风雨中的坚守

1010月月1818日日，，三亚出现强降雨天气三亚出现强降雨天气，，
下洋田一路路口积水严重下洋田一路路口积水严重，，住建部门派住建部门派
出市政维护应急中心工人正在清理下出市政维护应急中心工人正在清理下
水道口水道口，，紧急排水方便市民出行紧急排水方便市民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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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8日晚，在万宁市万城镇
北坡邮政银行附近，交警在积水的路上
坚守岗位指挥交通，让车辆安全通行。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指
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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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傅人意

“国庆前后，我大约卖了 2000
多斤槟榔，收购价在 19.5 元/斤。
这两天又涨了，21 元/斤，是我种
了十多年槟榔以来最高的一次！”
近日，万宁市北大镇北大村槟榔种
植户陈亚飞高兴地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

槟榔是海南极具地方特色和
优势的重要热带经济作物，是省政
府大力倡导发展的“三棵树”之

一。截至去年底，全省槟榔种植面
积达 178 万亩，是海南 230 万农民
的重要经济收入来源，占全省农业
人口的41.37%。

近年来，海南槟榔产业不断转
型升级，加强科学种植管理，延长
槟榔深加工产业链，推动加工向园
区集中发展，让槟榔树日趋从“懒
人树”变成“摇钱树”，从单一发展
种植业到全产业链发展，槟榔果提
质增效，市场话语权增大，种植农
户也拥有了“稳稳的幸福”。

小槟榔成了“金果子”——
预计槟榔人均收入占

下半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30.9%

这段时间，由于槟榔出售价格
高，文昌市重兴镇槟榔种植户陈胜法
心情十分愉悦。他前两年承包了
200亩槟榔园，租金2500元/亩，今
年不仅全部收回投资成本，还小挣了
一笔。 下转A05版▶

槟榔生果收购价格近期屡创新高，预计全省年产值可达146.8亿元

全产业链发展，海南槟榔成“金果”

暴雨导致水位上涨
全省124座水库
泄洪或溢流

本报海口10月18日讯（记者
孙慧 特约记者邹小和 实习生焦
晴）近期，我省出现长时间大范围强
降雨天气。为防御强降雨，我省部
分水库进行调度泄洪，提前腾出拦
蓄库容。截至10月18日8时，全省
共有124座水库泄洪或溢流。

据悉，截至10月18日8时，全
省水库蓄水量为50.89亿立方米，占
正常库容60.7%，较16日8时增蓄
6.86亿立方米。三亚、万宁、琼海、
保亭、五指山、陵水、琼中、白沙等8
个市县水库蓄水量达到70%以上。

为避免未来的持续降雨造成洪
涝，目前全省已有124座水库陆续
泄洪或溢流，其中大型水库2座、中
型水库10座、小型水库112座。目
前全省水库运行平稳，未出现险情，
主要江河及中小河流水位均在警戒
水位以下。

省水务厅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
要求，派工作组赴市县指导，紧盯全
省各地水库情况，并安排人加强值
班值守，加强雨情水情监测汇报，要
求每小时汇报一次。此外，我省水
利工程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部
署落实防汛措施。

本报海口10月 18日讯（记者
孙慧 彭青林）受冷空气和偏东急流
共同影响，我省15日夜间起出现持
续性强降雨天气，城乡积涝、中小河
流和水库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风
险进一步加大。省委书记刘赐贵、
省长沈晓明分别就防抗强降雨及相
关工作作出批示，18日上午，省三
防总指挥部召开全省防汛调度视频
会，要求继续加强雨情水情监测，科
学研判分析，多方联动，统筹力量，
全力应对强降雨过程。

10月18日上午，刘赐贵在批示
中指出，这几天部分市县、乡镇出现

特大暴雨、短时强降雨，一些地方出
现灾情。据预报，近日仍将出现大
风暴雨，各市县党政主要领导要切
实引起重视，对超正常水位的水库，
对易产生山体滑坡的村庄，对容易
积水成涝的工地、村庄、农田要特别
加强防范。同时要加强城市街区管
理，维护正常的交通秩序，维护市场
稳定，切实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切实保证良好的社会秩序。10月
18日下午，刘赐贵就做好琼州海峡
停航工作再次作出批示，要求做好
现场秩序维护和司机相关服务安抚
工作。省长沈晓明批示要求，要密

切关注全省水库的库容，科学分析
汛期，妥善处理蓄水与防汛关系，该
泄洪的要毫不犹豫及时泄洪，安全
永远是第一位的。

会议指出，我省仍要关注并做好
六个方面风险的防范工作。一是中
小型水库水位偏高，部分水库陆续泄
洪或溢流，要提前将泄洪信息通知到
受影响的上下游群众，并禁止群众到
水库和危险河段进行捞鱼、垂钓等行
为。二是未来一周可能还将有热带
气旋影响我省，省农业农村厅要科学
管理和调度渔船，统筹做好渔业安全
生产工作。三是连续强降雨导致一

些市县公路塌方，要加强对地质灾害
风险点的监测以及科学预判，及时转
移人员。四是加强旅游安全管理，适
时关闭景区景点，防止游客擅自进入
关闭景区活动。五是紧盯漫水桥
（路）风险隐患，安排专人巡查防守，
适时予以封闭。六是关注琼州海峡
通航和市场生活物资供应情况，严防
哄抬物价等现象。

会议强调，各市县、各部门要提
高认识，按照省委书记刘赐贵和省
长沈晓明的批示要求，对本地区、本
部门的防御工作再研究再部署再落
实。一是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24

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坚决克服麻痹
思想和侥幸心理，严禁出现缺岗、空
岗的情况。二是要密切关注雨情水
情，加强会商研判，做到科学指挥调
度。三是各市县要因地制宜采取防
御和应对措施，开拓思路，相互学习
借鉴好经验，有效处置各类险情灾
情。四是省三防指挥部要及时督促
各市县各部门落实好各项防御工
作，统筹各方应急救援力量及时处
置险情灾情，全力以赴减少人员伤
亡，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副省长、省三防总指挥部总指
挥刘平治出席会议并讲话。

省三防总指挥部召开全省防汛调度视频会
刘赐贵沈晓明就防抗强降雨作出批示

大风锁航道大风锁航道 温情暖旅客温情暖旅客

风雨中风雨中，，党员干部党员干部
始终与群众在一起始终与群众在一起

（（AA0202版版））

18日夜间到19日白天
东部，阴天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最低气温 23℃-25℃，最高气温 25℃-

27℃
西部阴天间多云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最低气温22℃-24℃，最高气温24℃-

26℃
南部阴天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最低气温24℃-26℃，最高气温27℃-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