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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水务部门科学调度确保安全度汛

全省136座水库蓄满泄洪
本报海口10月19日讯（记者孙慧 特约记者

邹小和 实习生焦晴）海南日报记者10月19日从
全省水库调度视频会议上获悉，近期的强降雨天气
对我省东中部地区造成较大影响，10月15日至10
月19日8时，全省先后有136座大中小水库蓄满
泄洪，牛路岭、万宁、赤田、水源池、福万、军田、小南
平、小妹、春江、石合等10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防洪
调度。目前全省水库运行平稳，未出现险情。

截至10月19日8时，全省水库蓄水53.29亿
立方米，占正常库容63.6%，其中大型水库38.19
亿立方米，中型水库9.52亿立方米，小型水库5.58
亿立方米，分别占正常库容的 63.6%、62.6%、
65.3%。保亭、琼中、五指山、白沙、昌江、三亚、琼
海、陵水8个市县水库蓄水均达到正常库容的
75%以上，但临高、文昌水库蓄水仅达正常库容的
44%左右。个别中小河流水位接近警戒水位，部
分城市、农村低洼区域出现内涝。

10月17日4时，牛路岭水库水位达104.03米，
即将达到105米的汛限水位，省水务厅与牛路岭水
库、省水文局、琼海市政府会商，根据气象预报预测，
决定于10月17日8时将该水库开闸下泄流量调至
1000立方米/秒；当天15时，经相关部门和专家会
商后，又下发防洪调度令，调整牛路岭水库下泄流量
至1500立方米/秒；当天18时，再次将该水库下泄
流量增加至2000立方米/秒。三次对牛路岭水库进
行防洪调度，使该水库水位下降至接近汛限水位，有
效减轻了防洪压力。目前牛路岭水库下游河道水位
平稳，各河段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

10月17日至18日，省水务厅派出2个防汛工
作组前往琼海、万宁和琼中检查指导强降雨防范工
作。工作组深入万宁水库和因海潮倒灌出现泡水
的小海村，查看指导水库防汛调度和排涝工作。

我省继续发布地质灾害
气象风险三级预警

本报海口10月19日讯（记者陈雪怡 郭萃）
10月19日12时00分，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省
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三级预警。

据了解，根据海南省气象台前期降雨实况和
降雨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五指山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三亚市发生地质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
警），应注意防范。有关单位应当根据雨情加强对
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地质灾害易发区域的监测、巡
查，做好灾害防范工作，根据险情转移受威胁群
众，重点保障山区道路交通安全。

琼州海峡恢复通航
进出岛旅客列车恢复开行

本报海口10月19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
员吴超）随着琼州海峡风力减弱，10月19日8时，
海南铁路轮渡北港—南港航线恢复通航。另据海
南日报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获悉，进出岛
旅客列车已恢复开行。

从10月16日16时30分至10月19日8时，
琼州海峡停航超过60个小时，海南铁路轮渡北港
和南港港区滞留了大量旅客、车辆。

接到复航通知后，海南铁路轮渡南北港立即
启动高峰运输应急预案，加开售票窗口，加派工作
人员到地磅处值守，引导车辆有序进港，引导旅客
排队购票，全力抢运滞留旅客、车辆过海。为保障
滞留旅客、车辆快速过海，海南铁路轮渡加开了多
对汽车航班。

据了解，10月19日，进出岛旅客列车已恢复
开行。当天出岛的旅客列车有：海口至上海南
K512次、海口至哈尔滨西Z112次、三亚至北京西
Z202次。

我省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排查风险隐患

全力防范地质灾害
本报海口10月19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

员尹建军）近日，我省出现强降雨天气，给我省中
部、东部和南部地区带来明显的地质灾害风险。
全省自然资源和规划系统加强地质灾害风险监测
及预警指导，全力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工作。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通过与省气象局合作，
密切跟踪雨情变化趋势、提前研究判断，从10月
17日起连续3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
点督促指导中部、东部、南部市县做好地质灾害防
范工作，并组建2个专家组赴琼海、万宁、陵水、三
亚、琼中、五指山、保亭、屯昌等市县进行指导检
查，督促三亚吉阳区、天涯区加强监测巡查，指导
三亚鹿回头景区组织工作人员截流山坡洪水，防
止山洪冲击挡土墙。

同时，全省自然资源和规划系统加强值守巡
查，督导全省190个重点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测
群防员实施雨中监测、巡查共计1021人次，密切
关注雨情动态，发现问题立即报告处置。通过巡
查发现小型崩塌52处，其中山区公路边坡崩塌
32处、农村切坡建房崩塌20处；督促指导琼中、
万宁、三亚、保亭、屯昌、五指山等市县转移在地质
灾害隐患点周边居住的334名群众。目前，全省
实现无因地质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

本报海口 10月 19日讯 （记者
傅人意 王玉洁 实习生王伟君）近
日，我省部分市县、乡镇出现特大暴
雨、短时强降雨，对我省农业渔业生
产造成一定影响。10月19日，省农
业农村厅组织专家组到多个市县
的蔬菜基地、果树基地实地指导农
户做好生产应急工作。同时要求
各市县和省渔业监察总队的渔船安

全北斗值班平台加强24小时监控，
防止渔船违规冒险出海，确保渔民渔
船安全。

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相关
负责人表示，农业生产方面，受近期降
雨影响，我省部分市县的蔬菜基地和
果树基地受灾。目前，该厅已组织一
批农业专家赴市县帮助农户解决实
际问题，指导农户尽快恢复生产。他

表示，部分蔬菜基地积水较多，农户
应及时消毒排涝、翻耕、重新播种，水
果种植户则需针对果树开花结果处
做好病虫害防治。

省农业科学院热带果树研究所研
究员范鸿雁表示，在台风来临前，种
植户要根据天气预报，抢时对进入采
收期的果树进行抢救性采收，减少产
量损失；对过密、过旺的树体进行修

剪，增架防风桩，降低台风对树体的
影响；增施保护性杀菌剂，有效预防
和减少初侵染源；台风过后，要及时
排出果园积水，扶正被风吹斜的果
树，剪除断枝烂叶，及时抢晴施药，以
确保果园尽快恢复正常。

渔业生产方面，省农业农村厅
要求各市县在防御第16号台风“浪
卡”渔船已进港避风的基础上，继

续督促全部渔船必须继续在港避
风，各市县和省渔业监察总队的渔
船安全北斗值班平台加强 24 小时
监控，同时各市县渔业执法部门要
加强对渔港的监管，防止渔船违规
冒险出海。省渔业监察总队通过
北斗平台连续向渔船推送防御风
浪提示信息，提醒警示已出海渔船
做好防风工作。

我省部署农业渔业生产应急工作

加强果蔬生产指导 防止渔船冒险出海

■ 见习记者 刘乐蒙 本报记者 袁宇

案头摆放的防风防汛文件、稍显凌乱的会
议桌、因随时开会需要而尚未收起的十几把座
椅、24小时在岗的值守人员……10月19日，
当海南日报记者走进万宁市龙滚镇端熙村委
会办公室时，看到的是当地党员干部防汛防风
连日奋战留下的痕迹。

近日，万宁多个乡镇降雨量超过200毫
米，龙滚镇是其中之一，处于龙滚河沿岸的端
熙村因地势较低，受暴雨及上游水库泄洪影
响，村内一度出现内涝。

“你看，这座路桥沿岸是当时村里积水最
严重的地方，17日零点左右附近水位开始上
涨，上午8点多达到峰值，最深时有60多厘
米。”10月19日，端熙村党支部书记冯辉平再
次来到岭枝溪村民小组查看水情，这个内涝
点，冯辉平近3天来了七八次。海南日报记者
看到，桥面上的积水已完全退去，被河水冲到
路上的树枝、树叶也已清理干净。

冯辉平介绍，早在几天前，他们就收到了
镇政府的防汛通知，村“两委”有针对性地制定

了抗风防汛方案，从水位上涨那一刻开始，全
村党员干部都忙了起来。

“我们把34名党员分为统筹协调组、应急
处置组、后勤保障组3个小组，将全村划分为
东、北、西3个片区。”端熙村驻村第一书记王
玉说，10月17日凌晨3点，村“两委”干部和驻
村干部全都赶到村委会办公室开会，明确各自
职责；凌晨5点，一部分人赶到积水严重地区
的道路上拉起警戒线，提醒过往车辆绕行，另
一部分人挨家挨户上门走访排查隐患，协助低
洼地区群众转移到自家楼上等安全区域。

“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芳
园村民小组村民李廷志感慨地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10月17日上午，他家老宅进水，老宅
中虽无人居住，但存放着化肥、饲料，短时间
内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很难搬完，他正急得
跺脚时，村里的党员干部找上了门。“几个我
不认识的年轻党员二话不说，冒着大雨把化肥
扛到我家新宅，我想留他们歇息下，可他们说
还有别家要帮忙，留下联系方式后，转身就
走。”李廷志说。

（本报万城10月19日电）

■ 见习记者 李梦楠 本报记者 梁君穷

10月19日上午，大雨初歇，陵水黎族自
治县椰林镇街头，不少园林环卫部门的工作人
员趁着雨停，在城区主干道上巡查，配备扫把、
油锯、砍刀等工具，清理被风刮断的树枝，扶正
被风刮倒的树木。“我们不仅清理树枝，也对未
倒的树木进行加固，应对接下来可能出现的台
风天气。”一位正在忙碌的工作人员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

连日的强降雨，导致陵水部分乡镇出现不
同程度的内涝等险情，当地党员干部带头冲
锋，奋战在防风防汛一线。在陵水英州镇，各
村的党员干部组建了18支应急小分队，使用
挖掘机等设备疏通排水沟，清理积水区域。

“我们镇组织党员干部24小时值守在漫
水桥、漫水路、涵洞等重点防范区域，并逐一排
查各村破旧房屋，转移低洼地区群众。”英州镇
党委书记刘德柏表示。

危难之时更能体现党员干部的担当。“我
的房子被淹了，家中还有两个老人和两个孩
子，能不能帮帮我们？”10月18日8时许，陵水

三才镇派出所接到牛堆村村民陈壮打来的求
助电话，受强降雨影响，陈壮一家所居住的房
屋一楼被淹没，急需救援。为了尽快转移被困
群众，民警立即将消息告知牛堆村党支部副书
记吴亚民，吴亚民随即通知牛堆村所有村“两
委”干部及网格员赶到现场展开救援。

“深的地方水都没过膝盖了，眼看着老人
在屋内不能动，我心里着急，赶紧把他抱了出
来。”蹚水进屋后，牛堆村党支部委员李永强
二话没说，抱起一名老人就往屋外走。其他
村干部也行动起来，把陈壮一家转移到安全
地带。

陵水还积极做好受灾群众的安置工作。
10月17日晚，光坡镇米埇村一户农户的房屋
发生坍塌，获知此事后，光坡镇政府迅速开展
抢险救援，将该农户一家11口人全部转移至
安置点。同时，该镇立即组织镇村党员干部对
位于地势低洼处的民屋和地质灾害易发点进
行排查，转移在低洼地带居住的群众21户63
人，并在临时安置点给他们提供矿泉水、八宝
粥、方便面等生活物资。

（本报椰林10月19日电）

本报海口10月19日讯（记者孙
慧 实习生焦晴）海南日报记者10月
19日从省应急管理厅获悉，连日来，
该厅统筹全省应急救援力量，精准
研判风险，快速处置应对强降雨天
气中出现的险情灾情，确保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

作为承担我省防汛防风防旱总指
挥部日常工作的部门，省应急管理厅

通过该厅研发的“海南应急一键通”
系统，将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关
于防抗强降雨及相关工作的批示及
时推送给全省三防责任人和全省应
急管理人员。

在形势研判方面，省应急管理厅
随时组织气象、水务、海洋监测预报
等部门、单位会商，分析并掌握风情、
雨情、水情；在救援准备方面，该厅召

集全省消防、军区、武警及水务、大型
企业等单位统筹部署全省防汛防风
抢险救援力量，提前布局区域指挥中
心和装备物资，一旦遇到较大险情，
以消防为主的前线指挥部能迅速搭
建；在险情处置方面，该厅将风险灾
害信息获取、情报收集放在重要位
置，密切关注超正常水位的水库，随
时调配机动应急救援力量；在城乡积

涝、中小河流超限、山洪地质灾害、渔
船渔民安全等重点领域防范方面，该
厅敦促相关行业部门，及时向省三防
办上报信息，全省应急系统值班室
24小时传递信息，指挥中心24小时
待命协调联动。

省应急管理厅厅长巴特尔表
示，菲律宾以东洋面已经生成新的
热带气旋，气象预报明后天该热带

气旋将发展为台风并影响我省。该
厅已连续“战斗”近 10天的工作人
员，短暂休整两天，就要立即投入接
下来的“战斗”。今年海南的汛期还
远没有结束，该厅将按照省委、省政
府部署要求，科学高效处置险情，枕
戈待旦指挥协调，时刻准备应急救
援，最大限度减少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损失。

万宁端熙村党员干部全力排涝守护村民安全

年轻党员冒雨扛出化肥，硬核！
陵水党员干部及时转移受灾群众

村干部蹚水抱出被困老人，真暖！

本报海口10月19日讯（记者孙
慧 郭萃 实习生焦晴）根据气象部门
预测，热带低压已于10月19日8时生
成，预计该热带低压将于10月20日
加强为今年第17号台风，并将于10
月21日前后移入南海，逐渐趋向海南

岛南部海面，强度继续加强，预计可达
强热带风暴级或台风级。

受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
10月20日夜间至25日，南海东部和
中部海域、三沙海域和海南岛四周海
面自东向西将有强风雨天气；海南岛

陆地将有强风雨。
另据气象部门预报，由于偏东急

流趋于减弱，当前我省降水范围和强
度趋于减小，省气象局已于10月19
日7时00分将暴雨二级预警降为暴
雨四级预警。根据有关规定，省防

风防汛防旱总指挥部决定于 10 月
19日 12时终止防汛防风Ⅳ级应急
响应。

省三防总指挥部要求，各市县和
成员单位要继续密切关注天气情况，
及时组织开展防御工作，特别是农业

农村部门要继续加强与气象、海洋等
部门会商研判，科学管理和调度渔船，
提前做好渔船防风工作；水务部门要
继续加强水情监测预报，指挥大型水
库和指导各市县做好水库科学调度及
热带气旋、降雨的防范准备。

热带低压或于今日加强为今年第17号台风
预计可达强热带风暴级或台风级

一线
直击

我省统筹应急救援力量应对强降雨天气

精准研判风险 24小时值班待命

防风
举措

动态
发布

10月19日，三亚市赤田水库正在以
100立方米/秒的速度泄洪。据介绍，10
月16日以来，该水库已泄洪3500余万
立方米。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开闸泄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