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积极抢修保供电
本报嘉积10月18日电（记者刘

梦晓 见习记者刘乐蒙 通讯员卢传
隆）海南日报记者18日从南方电网海
南琼海供电局获悉，受连日来强降雨
影响，牛路岭泄洪，万泉河流超警戒水
位，琼海多个乡镇出现100毫米以上
的大暴雨和涨水，部分低洼地区出现
不同程度的电杆浸泡现象，供电线路
出现险情。

10月17日，南方电网海南琼海
供电局迅速启动防风防汛IV响应，
成立党员突击队并在保证安全的情
况下第一时间奔赴灾情现场对线路
进行巡视、排查、抢修，按照“水涨电
停”的原则对涉水电力设备开展主
动停运，避免出现涉电安全隐患，并
通过线上多种方式提醒注意涉电安
全、做好雨天用电安全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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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袁宇

“上午水就渐渐退了，我们抓紧时
间就清理房间，准备继续营业。”10月
18日 16时许，海南日报记者在万宁市
万城镇北坡村集贸市场附近走访时，在
市场附近经营理发店的黄大姐一边用
扫帚清扫房间内的积水一边说。店面
木制门上还残留着被水浸泡的痕迹，大
约位于膝盖位置。

10月17日，由于天降暴雨加上上游
水库泄洪的影响，万宁市万城镇部分地势
低洼的村落积水严重，其中北坡村集贸市

场附近积水深度一度达到70多公分。雨
水漫过道路，涌进了沿街的几处铺面。

记者在现场看到，尽管已过去一天，
该处街面上还残留30多公分深的积水，
大大小小的车辆经过时，溅起的水花不时
涌向街边的店面。

“我们早早就做好了准备，没有受到太
大的影响。”黄大姐表示，店铺内除了被雨
水带进的淤泥外，并没有造成其他损失。

“雨水汇积的第一时间，我们就组织党
员干部在路口拉起了警戒线，以免有车辆
陷入抛锚。”在距离积水路段不远处一座路
桥上，北坡村党支部书记黄齐旭正带着党
员干部清理堵塞河道的水葫芦，以加快积
水排放。他告诉记者，村子地势较为低洼，
雨天易积水，因此村民都比较重视防汛工

作，“我们也在雨下大时逐户提醒，帮助他
们把一些电器搬到高处，避免损失。”

此前，暴雨连续下，黄齐旭等村里的
党员干部就在村内两处积水路段设置卡
口连续值守。“分成三班倒，24小时值
守。就怕有村民和车辆误入，积水实在太
深了。”黄齐旭说，为了落实防汛责任，村
里年轻力壮的党员都主动站出来，和村干
部一起参与防汛，“有的参与路口值守，有
的在各村担当联络员，联系家家户户。”

在积水最深，行人无法通行时，黄齐
旭又借来底盘较高的手扶四轮车，载着村
民进出市场购买生活物资。

近50名党员干部仿佛组成了一道
“防水墙”，挡在了村民与积水之间。“别
看雨情大，但我们的生活没怎么被影

响。”家住北坡村集贸市场附近的陈世
雄告诉记者，即使是雨水最大的时候，
市场也没有停止营业，“我们一样能够
买到日常所需的物资。”

“市场营业一直不受影响，村民生活
秩序也没受暴雨影响。”万城镇副镇长陈
航连续3天在北坡村驻点值守，他告诉记
者，正因为工作扎实，在汹涌的积水面前，
作为交通要道的北坡三角路口没有车辆
因水抛锚，也没有发生其他意外事故。

“目前积水还没有全部排出，还无法
全面清理街面。”陈航表示，目前村党支部
已经做好动员，待积水全部退去后，全面
清理街面上的淤泥、树叶以及其他垃圾，
让村民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本报万城10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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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营根10月 18日电 （记者李梦
瑶 通讯员陈欢欢）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连日来持续降雨，近三天出现暴雨到大
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海南日报记者10
月18日从琼中应急管理局获悉，该县各
部门全面落实一把手负责制，主要领导
靠前指挥，全面安排，科学调度，迅速启
动相关预案。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琼中县水务
局组织 4个检查组对全县的 30宗水库
进行全面排查，采取提前预泄腾空库容
等措施，降低水库水位，确保水库安全度
汛；琼中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要求 110
名监测员对41个地质灾害隐患点位置
情况实时监测；琼中县住建局重点抓建
设工地安全防范，加强对在建项目的设
施、设备的安全检查和加固；琼中县消防
救援大队组织5支抗击台风小分队，配
备2辆消防车、2辆抢险车、1艘橡皮艇
等随时准备奔赴抢险救灾一线。

与此同时，琼中县市场建设服务中
心做好农贸（集贸）市场蔬菜、肉类等日
常物资的储备和供应，确保日常必需品
稳定供应；粮食储备库重点检查库区的
排水系统等，确保储备粮质量良好、储存
安全；县供电局配备6台移动发电机、1
辆应急发电车、1辆应急电源车等应急
装备，动员5支应急抢险队伍共42名抢
修人员已分别进入待命状态。

据统计，目前琼中全县转移人员累
计 107人，其中地质灾害点转移 42人、
低洼点转移 61 人，设置漫水桥警戒线
11处，漫水桥21处。

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大量货车滞留，海口做好服务保障

大风锁航道 温情暖旅客

■ 本报记者 郭萃

“港口秀英港、新海港的工作人员为滞
港的每位司机、旅客免费提供热粥，还连夜
送上牛奶和面包，让我们感受到了港口的
温度。”10月18日一早，货车司机赵鹏伟发
了一条微信朋友圈信息，点赞海口港口工
作人员为滞港司机旅客提供的贴心服务。

赵鹏伟从16日17时便来到新海港等
待过海，到目前为止已经在港口等了2天，
晚上他就在车上和衣而睡。“这几天海口持
续下雨，晚上的温度也比较低，港口工作人
员就为我们准备了热粥和面包，一口热粥
喝下去，整个身体也暖和了。”虽然没办法
及时过海，可是赵鹏伟并没有任何烦躁的
情绪。“港口工作人员整晚上都陪着我们一
起等待，只要琼州海峡一通航就立即安排

过海，我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琼州海峡航线自10月16日16时30

分起全线停航，截至18日18时，停航已
近50个小时，海口各港口旅客车辆因无
法过海，滞留在港内。

海南日报记者18日下午在新海港看
到，候船厅内不少旅客正在等候恢复通
航，港区内的待渡停车场停满了货车，司
机及随车人员大都在车内休息，而港区外
货车已从天翔路排两行至滨海大道路
口。整个港口秩序井然，并未影响到正常
交通出行。

“目前秀英港、新海港两港区有约600
辆货车在港内待渡，港口外围车辆约1000
辆。其中秀英港区外的货车排至丽晶路。”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谢
焕杰告诉记者，考虑到新海港就餐难的问
题，从17日早上起，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
限公司就组织新海轮渡党员干部为新海港
待渡司机、旅客提供免费的肉粥。“当晚我

们还准备了1000份牛奶、面包在两港区进
行送温暖活动，为港内及外围的部分车辆
进行发放，并对司机耐心讲解停航原因，回
复预计何时开航等问题。”

为了确保滞留司机旅客的用餐需求，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还要求港区内
的商店不得哄抬物价，并由公司负责补贴
差价将食堂盒饭在原价基础上优惠5元的
价格出售，为司机旅客提供充足的盒饭。

“因为天气原因琼州海峡无法通航我
们都能理解，而港口的服务让我们觉得非
常温暖和感动，为港口工作人员点赞。”赵
鹏伟竖起了大拇指。

“我们已经加强与气象部门和海事部
门的沟通联系，等海上风力降到阵风8级
就立即开航。”谢焕杰说，两港增加了大船
舶投入，待琼州海峡开航之后第一时间输
送滞留车辆。“现在两个港区各有10艘客
滚船，开航后预计10个小时能把滞留货
车运送过海。”（本报海口10月18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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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连续两天降雨

暂停涉海旅游 超市物价稳定
本报三亚10月18日电（记者周月

光 见习记者高懿）持续降雨，三亚暂停涉
海旅游项目，虽然市内出现多处积水，但
超市农产品供应充足。

据三亚市气象台信息，10月17日8
时－10月18日15时平均降水量（毫米）：
全市平均102.4，市区168.3，呈东部大于
西部的分布特征。

为确保游客安全，当天上午，三亚市迅
速暂停蜈支洲岛旅游区、西岛海洋文化旅
游区、大东海旅游区、亚龙湾海底世界，以
及天涯海角游览区等地海上娱乐项目营

业。三亚市旅文局要求，做好景区景点的
防汛措施，必须加强旅游安全工作，各旅游
景区、景点、涉海旅游项目经营企业，在强
降雨影响期间全面停止海上游乐项目，关
闭海滩游泳场所，禁止游客下海游泳。

连续两天降雨，三亚多处出现积水。
当天17时，在三亚市胜利路的新风街与
光明街之间的路段，记者看到，路面积水
比较深，小汽车驶过大半轮胎被水淹没。
由于积水漫过铁轨，据介绍，该路段自13
时开始暂停有轨电车通过。据三亚市路
面司机提供的信息，当天三亚市内还有下

洋田路段、红沙隧道跟榆亚路交汇处、迎
宾路红绿灯路口公安局附近、南边海路渔
村等多处出现严重积水，海棠区由于积水
严重，部分地区安排转移群众。

虽然持续降雨对市民出行造成影响，
但三亚市农产品供应充足。当天17时，
记者在三亚市内最大超市——胜利路旺
豪超市看到，货架上堆满各种农产品，没
有看到空的货架。经常来此买菜的李女
士说，价格与平常没什么变化，如茄子
每斤3.8元、油麦菜每斤5.58元、冬瓜每
斤1.28元、土豆每斤2.48元等。

加强水库巡查排查

本报那大10月18日电（记者刘
袭 特约记者李珂）儋州市加强防御强
降雨，10月17日发出通知部署防御
工作，全市16个镇和全体“三防”成员
单位实行24小时值班。截至10月18
日18时，各中、小型水库运行正常，无
险情。倒通信线杆6根，断缆3公里
长，中断基站64个，现已扶正4根，接
通光缆1.7公里，64个基站已全部恢
复。儋州供电局10kV线路故障跳闸
2条，已全部恢复供电。

儋州水务部门安排水库技术责
任人和 158 名水库巡查责任人到
68座水库巡查，对高水位的春江水
库、丰沛岭水库、妙山水库等提前
预排水。

本报记者探访万宁北坡村——

风雨中，党员干部始终与群众在一起

地质灾害点转移 42 人

低洼点转移 61 人

设置漫水桥警戒线 11 处

漫水桥 21 处

其中

目前琼中全县转移人员

累计 107人

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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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月月1818日日，，在万宁市万城镇的北坡邮政银行附在万宁市万城镇的北坡邮政银行附
近近，，车辆驶过积水路段车辆驶过积水路段。。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袁琛袁琛 摄摄

10月18日，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镇罗虾村的
漫水桥，村干部王胜设置路障防止村民涉险通过。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1010月月 1818日日，，在海口城金农贸市场在海口城金农贸市场，，蔬菜供应蔬菜供应
充足充足。。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天平李天平 摄摄

10月 18日，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镇罗虾
村，昌化江涨水淹没出村道路。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10月18日，万宁党员干部与民兵队伍正在打捞东山河
上漂浮的水葫芦。 本报记者 袁宇 通讯员 胡开元 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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