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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督导组来琼调研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

省政府与督导组一行
举行工作座谈

本报海口10月27日讯（记者周晓梦）10月
27日，省政府与来琼督导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
作的国家统计局督导组举行工作座谈。

在座谈会上，国家统计局督导组一行听取了
我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情况汇报，对我省普
查工作组织动员、经费保障、落实相关政策待遇等
方面做法表示赞许，并指出要进一步加强统筹协
调、部门协作，强化基层统计力量，加快摸底登记进
度，认真解决好摸底登记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有
序推进普查工作，扎实开展入户摸底调查，保障普
查数据质量，高质量完成普查各项工作任务。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超峰代表省委、省政
府对督导组一行表示欢迎，对国家统计局支持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发展和各项统计工作的改革创
新表示感谢。他指出，全面查清我省人口总量、结
构分布等情况，准确把握人口变化特征和发展趋
势，对科学谋划“十四五”规划，推进海南自贸港高
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海南将提高政治站位，
在抓落实上下功夫；加强组织协调，精准发力完成
工作任务；加强质量控制，全力保障普查数据真实
准确，严格落实有关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
部署和要求，保质保量完成普查任务。

据了解，在琼期间，国家统计局督导组一行还
将前往琼海、三亚等市县进行实地调研督导，了解
普查工作进展、入户摸底调查工作等有关情况。

海师今年计划面向全球
引进高层次人才332名
目前已引进318人，签约率达96%

本报海口10月27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
员曾丽芹）海南日报记者10月27日从海南师范
大学获悉，今年，该校积极落实海南面向全球招聘
三万岗位人才计划，计划面向全球引进332名高
层次人才，占全省引才计划总量的1.1%，截至目
前已经签约及意向签约共318人，签约率达96%。

具体来看，今年1月至10月，海南师范大学
编制内签约人才114人，柔性签约人才101人，意
向签约人才103人。其中，计划引进高薪人才38
人，目前已引进54人，签约率达142%。

在该校全职引进的人才中，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人才2人，中宣部“双万”人才1人，国家级重
点实验室主任1名。此外，该校还柔性引进了院
士11名（含外籍院士9名），教育部长江学者5名，
二级教授30名，海（境）外人才24名（含意向），已
入编落户外籍人才1人。

海南师范大学党委负责人表示，学校将继续
积极落实省委、省政府引才工作，以“人才强校”为
发展战略，推进制度集成创新，激发人才干事创业
内生动力，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贡献海师力量。

防御台风“莫拉菲”

省政府调研组调研
新海港、马村港建设情况

本报海口10月27日讯（记者周晓梦）10月
27日，省政府调研组到海口市、澄迈县就新海港、
马村港建设情况进行调研，并召开座谈会，研究推
进相关港区规划建设工作。

调研组一行到现场分别听取新海港客运综合
枢纽站和新海港综合交通枢纽（GTC）项目、马村港
区集装箱码头和危险品专用滚装码头建设等情况汇
报，详细了解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

调研组要求，各方要充分认识港口和航运对
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要意义，积极推动海南港口
资源整合，构建定位清晰、分工合理、功能互补、经
营协同的新格局。

调研组指出，作为未来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
口岸查验监管体系的重要关口之一，新海港要着
眼长远、超前规划，完善关检设施，增加闸口，提高
通关效率，为承接自贸港政策做好准备工作；马村
港区规划建设要积极落实此前已定的相关总体规
划，明确工作任务和责任单位，严格按照项目建设
规范来推进建设工作。此外，调研组要求，海口、
澄迈要有机结合城市总体规划和港区规划建设，
在功能上统筹考虑，统一布局，谋划相关配套设施
建设和临港产业发展。有关单位要制定过渡方案
和长期方案，加快秀英港区危险品码头搬迁工作，
并以高水平、高标准推进新的危险品专用滚装码
头建设。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超峰，副省长王路参
加。

本报海口10月27日讯（记者
计思佳）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排水
设施事务中心获悉，该中心提前安排
部署，加强巡查值守，做到早部署、早
布防、早到位，落实重点防御措施，确
保将此次第18号台风“莫拉菲”的影
响降到最低。

据了解，该中心组织各班组人
员加强所管养的219条市政道路排
水设施的巡查工作，同时对48座闸
门、49座拍门、4座阀门和126个排
水出口等河道设施及21座泵站进

行排查，根据潮位和河沟水位情况
及时启闭龙昆沟闸门、调节美舍河
闸板砂包围堰、视情况拆除电力沟
6座拍门等河道设施，确保河沟排
泄畅通。

同时，防风防汛期间，该中心执
行24小时值班制度，严格执行《台风
汛期易积水路段责任人排水工作安
排表》，按照人员责任分工和电源泵
车布防图提前做好易积水路段的排
水准备工作，组织安排人员在市区易
积水路段值守待命，打开排水井盖并

设置安全警示标牌做好排水准备工
作，一旦出现积水立即采取清理井口
垃圾、打开井盖等措施加快排水，积
水严重的路段采用强排泵车对积水
路段进行强排，尽力减轻积水程度、
缩短积水时间，力争将积水内涝造成
的影响和损失降至最低。

备好各类排水机械设备包括强
排电源泵车 15辆，排水作业车 45
辆，抽水泵27台，备好进水井50套，
检查井40套，石子3立方，河砂4立
方，水泥4吨，编织袋1000个等抢险

抢修物资，并对强排电源泵车、综合
疏通车等排水作业车辆和抢险工具
机械设备进行检修并加足油料，提前
进入待命状态。

又讯（记者计思佳）海南日报记
者从海口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截至
10月27日14时，海口市29艘大中
型渔船全部在港避风，其中本岛避风
19艘，外省避风 10艘。小型渔船
1749艘已全部回港(加上29艘大中
型渔船，合计1778艘），渔民上岸人
数3788人。

海口巡查219条市政道路排水设施
1778艘渔船回港避风

本报海口10月27日讯（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符转）海南日报记者
10月27日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
获悉，因受琼州海峡封航影响，进出
岛旅客列车调整运行方案。具体如
下：

1.10月 26日北京西开Z201次
运行至广州终止，广州-三亚间
Z201 次停运，10 月 27 日三亚开
Z202次改为10月28日广州始发。

2.10月 26日哈尔滨西开Z111
次运行至广州终止，广州—海口间
Z111 次停运，10 月 27 日海口开
Z112次改为10月28日广州始发。

3.10月26日上海南开K511次

运行至佛山终止，佛山—海口间
K511 次停运，10 月 27 日海口开
K512次改为10月28日广州始发。

4.10月 26日长春开Z385次运
行至湛江西终止，湛江西—三亚间
Z385 次停运，10 月 28 日三亚开
Z386次改为湛江西始发。

5.10月26日郑州开K457次运
行至湛江西终止，湛江西—海口间
K457 次停运，10 月 28 日海口开
K458次改为湛江西始发。

铁路部门提示：近日有出行计划
的旅客出行前请关注铁路12306网
站及车站公告，第一时间掌握列车开
行信息，合理安排出行。

水库泄洪
保持在汛限水位以下

本报嘉积10月27日电（记者
刘梦晓 见习记者刘乐蒙）海南日报
记者10月27日从琼海市防汛防风
防旱指挥部获悉，为切实做好第18
号台风“莫拉菲”的防御工作，当前
该市各镇（区）和有关单位依职强化
预报预警和应急值守，已全面开展
台风防御工作。

为了确保水库安全运行，琼海
市各水库积极开展巡查、检测和泄
洪工作，其中红岭水库以每秒100
立方米的流量开展泄洪工作。同
时，该市103宗水库已全部按照要
求落实24小时值班制以及水库的
巡查、监测和上报工作，并将水库水
位保持在汛限水位以下，以应对即
将到来的台风和强降雨天气。

脱贫攻坚队伍
就地投入防风防汛

本报万城10月27日电（记者
袁宇）海南日报记者10月27日从
万宁市防汛防风防旱指挥部了解
到，为防御第18号台风“莫拉菲”，
该市已积极组织渔民回港避风，并
关停涉高、涉海旅游项目。

万宁市积极组织部署台风防御
工作，一方面密切跟踪风情雨情，落
实人员值班、值守，特别是强化水库
等重点区域的巡查巡检工作，另一
方面主动防御，积极准备，克服麻痹
思想，对全市渔船开展督查检查，防
止渔民顶风出海。关停涉高、涉海
旅游项目，对冲浪人员做好安全防
范工作，力求把台风造成的影响和
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据了解，万宁市此前已经将镇、
村脱贫攻坚队伍就地转化为防风防
汛工作队，进一步充实基层防风防
汛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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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宁万宁

本报海口10月27日讯（记者
良子 特约记者周平虎）海南日报记
者10月27日从省交警总队获悉，受

“莫拉菲”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本省海
域近日有强风雨天气。能见度低、路
况差，交通安全隐患多，严重影响全
省道路交通安全。省公安厅交警总
队启动恶劣天气条件交通管理应急
预案，组织动员全省交警全力投入到
保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工作中。

各地交警分别对本地交通标志
牌、交通护栏、交通信号灯、交通监控
等设备设施进行排查加固，并加强与
各应急发电设备维护公司的沟通联
系，确保出现红绿灯故障、停电等情
况时，能快速、有效进行处置，保障重
要路口和节点的交通安全、有序。各
地交警日夜坚守岗位，指挥中心加强

对重要路段的视频巡逻，及时发现交
通拥堵情况，迅速指挥就近警力，快
速赶往现场疏导交通。加强易积水
路段交通疏导，明确各路面大队将警
力有针对性地投放到辖区易出现水
浸导致车辆熄火、易造成交通拥堵、
易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路口，强化
交通指挥疏导工作。及时采取人工
干预或远程控制交通信号灯的方式，
间断放行路口车辆，调节交通流量，
确保路口交通安全、有序。同时，将
拖车部署在易水浸路段定点值守，及
时对涉水熄火车辆进行拖曳。

此外，省交警总队通过省内各新
闻媒体和交警自媒体等多种渠道，持
续发布天气、道路通行及交通管理措
施情况，引导驾驶人合理选择出行路
线和时间，提醒市民尽量减少出行。

本报保城10月27日电（记者
梁君穷 见习记者李梦楠）海南日报
记者10月27日从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政府获悉，为做好应对今年第
18号台风“莫拉菲”的准备工作，确
保保亭蔬菜供应充足和价格稳定，
保亭相关职能部门早安排早部署，
蔬菜、肉类、海鲜等备足货源，全力
护好群众“菜篮子”。

10月 25日，保亭县政府主要
负责人来到县城农贸市场、宝真超
市等地走访调研蔬菜、肉类、鱼类等
食品的价格和市场管理情况，与经
营户交流，了解平价菜供应销售情
况，并现场部署应对风雨天气的保
价稳供工作。

另外，目前保亭已启动“菜篮
子”工程惠民临时蔬菜销售摊点，在
该县农贸市场设立6个临时蔬菜投
放点，确保该县“菜篮子”产品供应
充足和价格稳定。保亭还实施平价
蔬菜销售，通过“产销对接”等模式
降低商品价格。

保亭相关职能部门在全力做好
平价菜供应保障工作的同时，也加
强了货源组织调配，特别是猪肉、生
鲜等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储备。

全力护好
群众“菜篮子”

受琼州海峡封航影响

进出岛旅客列车停运

保亭保亭

10月27日，在儋州市东成镇，
农民正在抢收水稻。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10月27日，在定安县雷鸣镇
的常年蔬菜基地，农户抓紧时间采
摘豇豆。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1010月月2727日日，，在定安县雷鸣镇的常年蔬菜基地在定安县雷鸣镇的常年蔬菜基地，，农户正在为刚播种农户正在为刚播种
的蔬菜搭建防风防雨棚的蔬菜搭建防风防雨棚。。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袁琛袁琛 摄摄

海南首届医药互联网大会召开

整合海南医药行业
互联网资源

本报海口10月27日讯（记者邵长春）海南
第一届医药互联网大会10月27日在海口召开，
与会专家围绕整合海南医药行业互联网资源，快
速实现医药行业互联网化等话题进行深入研讨。

当天，来自海南以及全国其他地区的上百家
药企负责人和行业专家共聚椰城，围绕“医药工
业互联网发展及远景规划”“医药工业企业的电
商发展之路”“物流助力药企互联网化发展”等
话题展开讨论，并为海南本地药企如何在海南自
贸港建设背景下，实现品牌、产品和营销互联网
化献言献策。

大会由中国医药物资协会医药商业分会等单
位主办。

省交警总队启动恶劣天气
交通管理应急预案

本报海口10月27日讯 （记者
郭萃 通讯员林俊汝 翁小芳）海南
日报记者 10 月 27 日从省气象台
了解到，今年第 18 号台风“莫拉

菲”已于 27 日早晨加强为强台风
级，预计将于 28 日上午在越南中
部沿海登陆。受“莫拉菲”和冷空
气共同影响，28日白天，省海域有

强风雨天气。
省气象台预计，“莫拉菲”将以每

小时25公里—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
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加强，

27日将先后经中沙群岛和西沙群岛
以南海面趋向越南中部沿海，并将于
28日上午在越南中部沿海登陆（台风
级或强台风级，12—14级，35—42

米/秒），以后强度逐渐减弱。
受“莫拉菲”和冷空气共同影

响，28日海南省海域及陆地有强风
雨天气。

琼海、琼中、万宁、五指山、保亭、陵水
和三亚等市县100～150毫米

海南岛大部分地区有大到
暴雨、局地大暴雨

27日20时～28日20时各地雨量预计27日夜间～28日白天

制图/陈海冰

昌江和东方25～50毫米
海口、文昌、定安、屯昌、临高、澄迈、

儋州、白沙和乐东等市县50～100毫米

台风“莫拉菲”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今日上午登陆越南

我省多地将有大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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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交通
铁路交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