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10月23日讯（记者
郭萃 通讯员符晓虹 吴春娃）海南
日报记者10月23日下午从海南省
气象台了解到，预计今年第17号台
风“沙德尔”将于24日傍晚到夜间

擦过海南岛南部，不排除在陵水到
三亚一带沿海地区登陆的可能性。

受“沙德尔”和冷空气共同影
响，23日夜间-25日白天，海南省海
洋和陆地将有强风雨天气。海南省

气象局10月23日17时10分继续
发布台风三级预警。

海南省气象台预计，“沙德尔”
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
偏西方向移动，23日夜间强度变化

不大，24日强度明显减弱，并将于
24日傍晚到夜间擦过海南岛南部，
不排除在陵水到三亚一带沿海地区
登陆的可能性，之后趋向越南中北
部沿海地区。

省气象部门:

不排除“沙德尔”今晚在陵水至三亚登陆可能性

中沙和西沙群岛附近海面
23日夜间风力9-10级、阵风11-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

海域风力可达12-13级、阵风14级；24日夜间起风力逐渐减弱到7-8
级、阵风9级。

海南岛东部和南部海面
23日夜间风力8-9级、阵风10-11级；24日白天起增大到9-10

级、阵风11-12级。

琼州海峡、海南岛西部海面和北部湾海面
23日夜间-24日风力8-9级、阵风10-11级；25日白天起减弱到

6-7级，阵风8级。

海洋方面 陆地方面

23日夜间-25日白天，海南岛东半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
暴雨，西半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23日20时-25日20时各地过程累积雨量：三亚、陵水、保亭、五指
山、琼中、文昌、琼海、万宁、屯昌和定安等市县100-150毫米；海口、澄迈、
临高、儋州、白沙和乐东等市县50-100毫米；昌江和东方25-50毫米。

23日夜间有暴雨，24日-25日白天有阵雨。23日20时-25日
20时，累积雨量将达100-150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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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海南岛东部和南部沿海陆地将伴有9-10级、阵风11-12
级的大风，其余地区沿海陆地伴有8-9级、阵风10-11级的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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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明两天全省有强降雨今明两天全省有强降雨

本报海口10月23日讯（记者
孙慧 实习生焦晴）10月23日下午，
省防风防汛防旱总指挥部在海口召
开全省防御台风“沙德尔”视频会商
调度会，要求各市县各部门发挥连
续作战精神，毫不松懈抓实抓细各
项防范措施，全力以赴确保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要求，各部门各市县要贯

彻落实省委书记刘赐贵关于此次防
风防汛的批示精神，进一步提高思
想认识，抓紧落实各项防范措施。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此次台风对我
省有较强的大风灾害影响，各市县

各部门要迅速组织全面排查，加固
农田大棚、塔吊、广告牌等户外设
施，要采取措施减轻农作物受损，加
强进港避风渔船安全管理。

会议提出，要严格执行值班值
守制度，10月份以来，我省连续防御
两个台风、两个强降雨过程，很多干

部已经连续作战多日，要克服疲劳，
打起精神，以战时状态迎接台风，继
续做好值班值守，及时汇报信息。
各省直部门要派出工作组到市县加
强督导、指导，确保各项防御工作落
实到位。

副省长刘平治参加会议并讲话。

省防总召开全省防御“沙德尔”视频会商调度会

发扬连续作战精神 抓紧落实各项防范措施

本报海口10月23日讯（记者金
昌波 傅人意）近日，由省打赢脱贫攻
坚战指挥部办公室主办的“消费扶贫
你我同行”——2020海南消费扶贫成
果图片展在海南广场举行，省委副书
记、指挥部指挥长李军到场观看展览。

据悉，自2018年10月以来，我省

在全国率先探索“四动四全”消费扶贫
新模式，倡导社会各界爱心人士通过

“以购代捐”“以买代帮”等方式帮助贫
困户拓展收入来源，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积极踊跃参与，在助力打赢脱贫攻
坚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
计，截至2020年10月15日，全省消

费扶贫实现销售总金额5.37亿元、受
益贫困户约 17.06 万户次，并荣获
2019年全国脱贫攻坚奖组织创新奖，
入选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第三
批制度创新案例。

此次展览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生动
展现了海南各级各部门近年来积极开

展线上线下消费扶贫，在带贫益农、激
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等方面取得的积
极成效。李军认真观看展览，并要求相
关部门组织安排在机关、学校等地巡展，
进一步扩大展出效应，充分激发广大党
员干部群众参与消费扶贫的积极性。

李军指出，消费扶贫是推动脱贫攻

坚向乡村振兴平稳过渡、实现有效衔接
的重要渠道。要继续深入推进、持续广
泛发动，大力推动扶贫产品“进市场、进
商场、进学校、进社区、进食堂”，在贫困
户和各类消费群体之间建立健全长期
稳定的供销合作机制，助力贫困群众实
现持续增收、稳定脱贫、逐步致富。

“消费扶贫 你我同行”2020海南消费扶贫成果图片展举行
李军观展

本报海口10月23日讯（记者刘
操）10月23日下午，省政协在海口召
开协商督办座谈会，就省政协七届三
次会议重点提案《关于构建海南生态
大数据智慧平台助力海南生态文明建
设的建议》进行协商督办，省政协主席
毛万春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提案单位农工党海南省委

会介绍了提案调研过程和主要内容。
提案单位指出，开展大数据智慧管理，
有利于发挥大数据大生态在维护生态
安全、改善人居生态环境、构建自然生
态景观、提供生态旅游产品、发展循环
经济和低碳经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中的重要作用，实现经济社会科学可
持续发展。

提案承办单位省生态环境厅、省
大数据管理局通报了提案办理等相关
情况，与会人员从不同的层面提出意
见建议。

毛万春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
海南最大的本钱，要提高政治站位，充
分认识到构建海南生态大数据智慧平
台助力海南生态文明建设，是落实中

央12号文件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总体方案》要求，加快推进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海南）建设的具体措施；要
抓好顶层设计，始终秉承“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制定数据库标
准时，相关生态要素信息要尽可能完
备。要注重针对性、实用性、共享性、
超前性；协同配合要到位，各相关厅局

要深入推进各类生态环境监测系统和
信息资源整合共享，充分利用数据领
域和生态环保领域的先进技术，打造
全省统一的监管应用服务平台，创新
生态环境大数据管理应用模式，实现
全链条管理、全系统治理，为海南自由
贸易港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
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海南省政协召开重点提案协商督办座谈会
毛万春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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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23日讯（记者李磊）今年是中
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中共中
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
健在的志愿军老战士老同志等颁发“中国人民志愿
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海南日报
记者10月23日从省人社厅获悉，海南全省共有731
人符合申领条件，目前纪念章已全部发放完毕。

据了解，“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纪念章颁发人员包括：参加抗美援朝出
国作战的、健在的志愿军老战士老同志，出国为抗
美援朝战争服务的、健在的医务、铁道、运输、翻译
人员，参加停战谈判等工作的人员，民兵、民工，新
闻记者、作家、摄影等人员，1953年7月停战后至
1958年10月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期间，在朝鲜
帮助恢复生产建设的、健在的人员。2020年1月
1日以后去世的，在此次发放范围之内。

海南731人获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

本报三亚10月 23日电 （记者李艳
玫 周月光 赵优 见习记者高懿）为切实
做好今年第17号台风“沙德尔”防御工
作，10月 23日，三亚有关部门已组织该
市辖区内1071艘货船、施工船、旅游船
等进入锚地避风，全市863艘渔船全部回
港避风。

三亚军警部队、党政机关、企事业单
位和民间组织已成立了25支应急队伍共
4375人，随时做好应急救援准备。三亚市
级防汛物资仓库储备了冲锋舟、救生衣、
小型移动发电机等40余种抢险物资和设
备，做好调运准备。

三亚已启动保基本蔬菜价格应急调
控机制，以稳定台风期间全市蔬菜市场
价格。三亚此次应急价格调控时间从
10月 22日起至10月 28日，全市所有蔬
菜平价网点，在市发改委（市稳价办）每
天发布的 22种保基本蔬菜调控价格基
础上，选定3-10个保基本蔬菜品种，以
低于调控价0.3 元/斤及以上销售，实行
特价惠民活动。其中公益性摊位和公益
性铺面至少 3个以上品种特价惠民，大
中型超市的平价专营区 10个以上蔬菜
品种特价惠民。

蜈支洲岛旅游区、西岛海洋文化旅游
区、大东海旅游区、天涯海角游览区等景
区景点已宣布暂停营业。

截至10月22日，三亚全市水库蓄水
量4.72亿立方米，占总正常库容79.5%。
其中，赤田水库、水源池水库启动泄洪，将
水位保持在汛限水位之下，38宗水库自动
溢洪，各水库运行情况正常。

本报椰林10月 23日电 （记者梁君
穷 见习记者李梦楠）为做好今年第17号
台风“沙德尔”的防御工作，10月23日，陵
水黎族自治县召开“沙德尔”防范工作部
署会，对防御工作进行部署。

按部署会要求，全县各部门相关岗位
将实行24小时人员值班，加强水库巡查和
泄洪工作管理，加强对易涝区、地质灾害
易发区、危房、涉水等重点区域的排查，及
时转移危险区域的群众并做好安置工作，
做好各易漫水路拉好警示线和人员值守
工作。

陵水园林环卫等部门工作人员已对
县城及各镇墟道路两旁的树枝进行修剪，
消除风雨天气期间的安全隐患，确保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当天，陵水旅文局发布通知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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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县分界洲岛、
南湾猴岛等景区已经暂停营业，景区船舶
已全部回港。

本报万城10月23日电（记者袁宇）
10月23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万宁市三防
指挥部获悉，为防御台风“沙德尔”，该市
已组织全市2091艘渔船回港避风，7017
名渔民上岸避风。

该市进一步强化对建筑工地的安全
隐患管控，全市在建工地共88个，拟转移
安置点54个，拟转移安置人员4557名，并
安排网格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负责核查，确
保转移时不落下一个人。

防御台风“沙德尔”

陵水
各景区暂停营业

加强建筑工地安全管控
万宁

五指山

本报五指山10月 23日电 （记者谢
凯 特约记者刘钊 通讯员苏燕）为积极应
对第17号台风“沙德尔”可能带来的不利
影响，五指山市农业农村部门近日积极指
导农户抢收农田农作物，引导农户及时做
好田间排涝工作，以减少不利天气给农户
带来的损失。

指导农户抢收农作物

本报那大10月 23日电 （记者刘袭
特约记者李珂）儋州市全面防御台风“沙
德尔”，截至23日18时，全市渔船5284艘
全部回港避风，18698人撤离上岸。

该市拉网式排查水库安全隐患，安排
45名水库技术责任人和各水所负责人及
158名水库巡查责任人，到68座水库进行
拉网式排查安全隐患，共排查355处，及时
处置存在安全隐患，对春江水库、丰沛岭
水库、黑墩沟水库、妙山水库等高水位水
库提前预排水，对10座超限汛水位的小型
水库加强监管。

拉网式排查水库安全隐患
儋州

本报海口10月 23日讯 （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符转）海南日报记者10月23日
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获悉，受台风“沙
德尔”影响，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郊列车
10月24日12点起全线停运。

环岛高铁、海口市郊列车
今天12点起全线停运

本报海口10月 23日讯 （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符转）海南日报记者10月23日
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获悉，因受台风

“沙德尔”影响，进出岛旅客列车调整运行
方案。台风期间，相关进岛班次运行至广
东有关站点终止，出岛班次始发站改为广
东有关站点。具体信息可留意铁路12306
网站及车站公告。

进出岛旅客列车停运

三亚
做好抢险救援准备

10月23日，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工作人员积极防御台风“沙德尔”。图为工作人员在捆收露天场所遮阳帘。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韦尚婷 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