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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公告
根据气象部门发布的信息，受今年第17号

台风“沙德尔”影响，我省将迎来较强风雨天

气。为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经组委

会研究决定：原定于2020年10月25日在海口

举行的2020海南万人健步大会延期至2020年

10月31日（星期六）举行。感谢广大市民朋友

的理解和支持！

2020海南万人健步大会组委会

2020年10月22日

本报海口10月22日讯（记者
傅人意 实习生王伟君）当前，连续
降雨及第17号台风“沙德尔”给我
省农业渔业生产带来影响。省农业
农村厅近日组织相关专家开展实地
调查研究，发布农作物相关技术指
导措施，帮助种植户做好预防和恢
复生产各项工作。

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相
关负责人表示，台风暴雨天气，不仅会
伤害农作物，还会使土壤水分过多。
由于土壤中的氧气不足，植株的呼吸
作用和营养吸收受到影响，外观上呈
现出萎蔫、黄叶、落花落果等症状。

因此，种植户应做好预防措施：
一是提前做好排灌沟的淤泥、杂物等

清理工作，确保暴雨天气排水顺畅；
二是增架防风桩，对过密、过旺的树
体进行修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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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做好设施大棚的
保护工作，已收获的大棚要及时拆膜
避风；四是及时采收已经成熟或达到
采收要求的农作物，减少损失。

同时，省农业农村厅还建议广
大种植户在台风暴雨过后加强恢复
主要作物生产。

水稻方面，一是及时开沟排水；
二是自然调节恢复轻度倒伏的田
块，人工扶稻扎把抢救重倒伏的田
块；三是加强对稻飞虱和纹枯病的
防治。

叶菜方面，要疏通排水沟，避免
积水；及时喷施叶面肥，待根系恢复
后再追施复合肥料；覆盖遮阳网的
降温大棚，防止植株蒸腾失水死
亡。及时预防病虫害；田块干后可
在行间进行轻度中耕，然后再施肥；
及时犁田整地；加快育苗生产进度。

热带水果方面，要开沟排水、清
理污泥杂物；对被扶正树体，并设
支架支撑固定；适时松土；根外追
肥；适度修剪；做好病虫防治；及时
补苗。

槟榔、胡椒方面，一是低洼田块
立即开沟排除内涝；二是挂果期的
植株雨后及时补充营养；三是注意
保花保果。

省农业农村厅发布暴雨天气农作物管护指导措施

预防+恢复 防台风保生产

本报海口 10 月 22 日讯 （记
者孙慧 实习生焦晴）今年第17号
台风“沙德尔”在10月 22日 14时
加强为台风级，移速加快并趋向
海南岛东南部近海。为充分应对

“沙德尔”对海南带来的风雨天气
影响，省应急管理厅当天在海口
召开全省应急救援准备工作会
议，加强会商研判，组织政府部
门、驻琼军警部队、消防以及央企
等多方应急救援力量联合应对台
风“沙德尔”。

受“沙德尔”和冷空气共同影
响，10月23日夜间至26日，海南岛
陆地将有强风雨天气。此次强降雨
天气可能引发我省部分江河水位上
涨，水库蓄水增加，以及容易引发滑

坡、塌方、泥石流，洪涝灾害、地质灾
害等次生灾害风险叠加。

我省多方联合布置应急救援准
备。省水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各
大中型水库根据预案要求，成立了
由管护人员组成的应急抢险救援力
量，建议联合市县应急管理部门以
及乡镇民兵，建立应对水库险情的
机制。

省军区、武警海南省总队、省
消防救援总队是台风期间的主要
应急救援力量。据介绍，省军区、
武警海南省总队等各自安排好抢
险救援队伍，并配备了冲锋舟、电
锯、砍刀、铁铲等抢险救援设备，结
合灾情特点组织演练，并将依据台
风态势进一步完善救援预案。省

消防救援总队将全省分为东南西
北四个协作区，部署了跨区域增援
力量，以及加强救援器材的保养与
维护。

社会企业也积极准备参与应急
救援。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加紧
开展清理树障、违章建筑、广告牌等
工作，确保电网设备运行维护安全；
对车站、机场、大型商场、大型社区
等场所开展电力隐患排查，督促整
改隐患。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海
南总部、中国电建集团海南公司、中
国葛洲坝集团海南分公司等企业统
筹企业项目的吊车、挖土机、发电机
等设备以及安排人员与政府部门保
持密切沟通，必要时积极参与到应
急救援工作。

我省召开应急救援准备工作会议

多方力量联合迎战“沙德尔”

本报海口10月22日讯（记者
郭萃 通讯员符晓虹）海南日报记者
10月22日下午从海南省气象台了
解到，今年第17号台风“沙德尔”已
于22日14时加强为台风级。海南

省气象局于当日17时提升台风四
级预警为台风三级预警。

省气象台预计，“沙德尔”将以
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
方向移动，23日转为偏西方向移动，

移速加快并趋向海南岛东南部近
海。受“沙德尔”和冷空气共同影
响，22日夜间到25日，南海东部和
中部海域、三沙海域、海南岛及其四
周海面自东向西有强风雨天气。

东方

水库溢洪确保安全度汛
本报八所10月22日电（见习记者肖开刚）海

南日报记者10月22日从东方市三防办了解到，目
前该市各级各部门加强会商研判和应急值守，全
力落实好防御台风“沙德尔”的各项工作。截至目
前，该市已有探贡、俄贤等9宗水库溢洪。

据悉，东方市密切关注各中小型水库库容变
化，加强水库巡查，科学调度水资源，确保水库安
全度汛。

万宁

成立镇村防风防汛工作队
本报万城10月22日电（记者袁宇）10月22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万宁市政府获悉，为做好台风
“沙德尔”的防御工作，该市将脱贫工作大队、中队
转为镇级、村级防风防汛工作队，扎实落实各项防
风防汛措施。

据了解，该市目前正积极组织镇级、村级防
风防汛工作队，协助各个职能部门做好漫水路
（桥）防范和路障清理，渔船回港、渔船渔排人员
上岸，区域内地质灾害点值守，以及水库巡查值
守等工作。

陵水

加强回港渔船监管
本报椰林10月22日电（记者梁君穷 见习记

者李梦楠）10月22日，海南日报记者从陵水黎族
自治县三防办获悉，该县1869艘渔船已全部回
港，所有渔民、渔排养殖人员及海上作业人员均建
立转移台账，并加强了“三无”渔船和回港渔船的
监督管理工作。

据悉，陵水水务部门及各乡镇已对辖区水库
进行安全检查，目前全县水库情况良好，陵水还要
求各水库管理员做好值班巡查工作，科学控制水
库水位，确保水库安全度汛。

市县行动

海口

1778艘渔船回港避风
本报海口10月22日讯（记者计思佳 实习生

韩晓璐）今年第17号台风“沙德尔”10月22日14
时加强为台风级。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农业农
村局获悉，截至10月22日上午9时，海口市29艘
大中型渔船全部在港避风。

此前，海口市农业农村局已通知要求各区
小型渔船20日8时起禁止出海作业，1749艘小
型渔船已全部回港，渔民上岸人数3778人，属
地政府组织渔排加固，做好渔船停放、系泊和锚
固工作。海洋

方面

陆地
方面

西沙和中沙群岛附近海面

西北风8-9级
阵风11级

其中
“沙德尔”中心
经过的附近海面
旋转风11-12级

南沙群岛附近海面

偏西风5-6级
阵风7级

22日夜间到25日白天
北部湾海面
文昌、琼海到临高一带海面

偏北风5-6级
阵风7-8级

23日白天起风力自东向西
逐渐增大到8-9级
阵风10-11级

澄迈到海口一带海面

偏北风5-6级
阵风7级

23日夜间起风力逐渐
增大到8-9级
阵风10级

23日夜间到24日白天
北部 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

中部 阴天有大到暴雨

东部 阴天有大到暴雨

西部 阴天间多云有小到中雨

南部 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
局地暴雨

24日夜间到25日白天
北部 阴天间多云有大到暴雨

局地大暴雨

中部 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

东部 阴天间多云有大到暴雨
局地大暴雨

西部 多云有小到中雨

南部 多云有中到大雨

保亭

120人应急队伍集结
本报保城10月22日电（见习记者李梦楠 记

者梁君穷）10月21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召开
防御台风“沙德尔”工作会议，要求各部门严守岗
位，严格执行防汛指挥部的调度指令，坚决做好防
风防汛各项工作。

保亭各相关部门正加快做好隐患排查、交
通和供电保障等工作，落实水库巡查值守；各乡
镇各单位将提前落实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
坡、泥石流和城区内涝等灾害防范措施。该县
人武部已组织120人应急队伍集结待命，适时
向预报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和薄弱部位预置抢险
救援力量。本报海口10月22日讯（记者

邵长春）省公路管理局20日下发紧
急通知，要求各养护单位再次对全
省易发生地质灾害路段进行全面排
查和加固处置，继续密切关注天气
情况和公路沿线水文、地质情况，预
防今年第17号台风“沙德尔”带来
的持续降雨天气，积极应对长时间
暴雨可能造成的次生灾害。

通知要求，全省公路系统加强路
面巡查，提高养护路政巡查频率，及

时清理倒塌树木等公路范围内的障
碍物，严防公路行道树和广告牌倒
伏、掉落隐患和灾毁未修复路段发生
次生灾害；加强路网监测和路况预测
预警，认真做好国省干线公路尤其是
汛情严重地区干线公路监测，密切监
测易漫水路段、漫水桥排水情况，对
有滑坡及崩塌隐患路段进行重点观
察监控，提前设置警示标志，密切关
注气象信息，提前做好地质灾害预测
和研判分析，及时收集和上报公路阻

断信息；同时利用高速公路 72块
LED可变情报板发布路况信息，提示
过往车辆减速慢行。

此外，该通知要求按照应急预
案做好应急队伍和应急物资、机械
的调度准备，在万宁、陵水、琼中等
公路分局以及高速公路养护站等重
点路段就近部署相应的机械设备及
物资，负责人和相关应急岗位人员
要尽职尽责，保持 24小时通讯畅
通，及时有效处理突发事件。

全省公路系统提前部署，迎战台风“沙德尔”

排查加固易发生地质灾害路段

防台风
早准备

10月22日，三亚南山景区员工正在修剪
椰子树。

受今年第17号台风“沙德尔”（台风级）影
响，预计23日开始，我省南部将再次出现强风
雨天气。三亚各涉旅企业积极准备，迎战“沙
德尔”，力求把台风造成的损失降到最小。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陈文武 图/文

修剪
树木

省气象局发布台风三级预警

天气预报

10月22日下午，在儋州市白马井中心渔
港，渔船陆续进港避风。受今年第 17号台
风“沙德尔”的影响，海南将出现大风降雨天
气，附近海域渔船纷纷进港避风，各个码头渔
港也做好准备工作，防御台风。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渔船
回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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