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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强风雨天气

■见习记者刘乐蒙本报记者刘梦晓

10月28日上午，琼海博鳌镇下
起暴雨。

万泉河北岸堤坝边上，古调村第
二村民小组村民唐南达正撑着伞在
家中喂鸡，门外来了几名“熟客”。

“覃支书，今天这么早就过来
啦？”看到是村党支部书记覃业春带
着两名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上门，

唐南达放下手中的鸡饲料，不慌不
忙地上前打招呼。最近几天，受台
风“莫拉菲”影响，万泉河水位上涨，
村里的党员干部每天都会到沿岸堤
坝巡察，唐南达也早已习惯了看到
他们的身影。

“昨晚收到镇上通知，上游的牛
路岭水库泄洪流量增大，今天又有暴
雨，我们过来看看情况。”披着雨衣的
覃业春一边回话，一边顺着一旁的台
阶走下3米多高的堤坝。

“水流流速比昨天急，水位差不
多上涨40多厘米。”覃业春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如果未来几天水位持续上
涨，他们就会按照之前的预案，协助
唐南达等4户11名河畔低洼地居民
转移到安全区域。

据古调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王安得介绍，唐南达家这栋老宅距离
万泉河北岸堤坝不到2米，是一处地
质灾害观察点，虽然家中前两年建了
新房，但因常在万泉河中打鱼，出于
方便，大多时间都在老宅居住。

“从前几天开始，村干部就叮嘱
我台风天不要下河，覃支书也都给我
留了联系方式，让我遇到问题和困难

第一时间和他们联系。”唐南达说，党
员干部认真负责，村民们都很配合工
作，大家打心眼里觉得安心。

从唐南达家中走出，覃业春一
行又顺着河堤，马不停蹄地赶到其
他村民小组巡查。“自从几天前接到
市里和镇上的防风防汛指示，村里
就启动了24小时值守和一天两次
的巡查，所有党员干部全天候待命，
随时应对突发状况。”覃业春说，也
是得益于市镇两级政府的联络联通
机制，防风防汛工作可以靠前准备，
提前部署。

“你看，水库泄洪信息、最新台风
消息、三防办通知，24小时不间断滚
动刷屏，第一时间就可以在微信工作
群里看到。”覃业春拿出手机向记者
展示道，这都极大地提高了基层党组
织的工作效率和战斗力。

覃业春说，根据天气预报，未来
一段时间琼海还会有持续降雨过程，
期间他们会继续安排人员依职依责
值守，时刻关注河流水情，加强河流
沿岸巡查，做好农田排涝工作，全力
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本报嘉积10月28日电）

琼海万泉河沿岸——

干部全心防风 群众安心度汛

■本报记者梁君穷见习记者李梦楠
特约记者陈思国

10月28日早上7点多，家住陵
水黎族自治县隆广镇丹录村的陈保
健弯着身子穿上雨裤，再站起身套上
雨衣。“衣裤分开的雨衣风的阻力小、
行动方便，但透气性不太好，穿久了
比较闷。”陈保健说。受第18号台风

“莫拉菲”影响，此时他家外面正风雨
大作，不少树枝被吹落在道路上。

陈保健是隆广镇综合执法队第
3分队队长，尽管雨下得越来越大，
但时针已指过了7点半。“越是这样
的强风雨天气，我们越要准时到岗。”
他骑着电动车出门了。

“走，我们快去看看水库的情况
怎么样。”8时许，陈保健队里的许多
同事在单位做好了出发准备。当天
上午，他们分队10个人要巡查全镇
6个水库，负责查看水位情况，检查
河岸及低洼地带是否有群众逗留。

整个综合执法队配备了两辆摩
托车和一辆执法电瓶车。来不及等
风雨变小，队员们干脆利落上了车。
电瓶车四周没有围挡，陈保健和同事
坐在车上跟直接走在雨里没有多大
区别。“有时急风吹过，整个车架子都
在晃。”陈保健笑道。

陈保健一行首先来到竹利水库，
这是一个中型水库，现场可以看见水
已淹没不少原本长着草木的地方，水

正从溢洪道自动溢洪。好在水位不
算太高，这让陈保健悬着的心放了下
来，但坝上和溢洪道坡上聚集了一些
钓鱼及围观的群众。

“岸边特别是这个溢洪坡道上，
下雨天很滑，万一群众不小心摔
倒，就有可能被湍急的水流冲走。”
陈保健说。顾不得斜吹的雨打在
脸上，陈保健和队员们赶紧上前劝
说钓鱼和围观的群众，最终成功将他
们劝离。

万州岭水库位于陵水与保亭交
界的山上，距隆广镇墟约15公里。

“山高路陡，电瓶车上不去，只能骑摩
托车上。”陈保健说。

海南日报记者随陈保健前往万

州岭水库，越接近水库，山势就越高，
山路就越窄，有一段土路上积水差不
多漫过半个车轮。“这里离村庄较远，
很少有群众过来钓鱼捞鱼，过来主要
是检查水位情况，看看有没有险情和
安全隐患。”走在大坝上，陈保健一边
查看水情一边告诉记者。

几个水库检查下来，一上午的
时间已经过去，回到单位脱下闷热
的雨衣，陈保健和同事里面的衣服
都湿了一大片。“风雨来之前我们已
经将镇墟上的树枝修剪过一遍，为
群众消除安全隐患。今天还要时刻
待命，一有险情发生我们就立即出
动。”陈保健说。

（本报椰林10月28日电）

陵水乡镇工作人员加强水库巡查

排查安全隐患 守护百姓平安
本报三亚10月28日电（见习

记者高懿 记者周月光）海南日报
记者 10月 28日从三亚市应急管
理局获悉，为防御第 18 号台风

“莫拉菲”，10月27日17时，三亚
市启动防汛防风 IV级应急响应，
落实各项防御措施，目前“莫拉
菲”对三亚影响不大。

三亚市863艘渔船全部在港避
风，转移撤离海上作业人员2766
人；全市93宗水库的防汛责任人和
巡查人全员上岗；对全市96处漫水
桥涵路、59个临时工棚、92处塔吊、
46个易受淹小区及户外广告牌、临
时构筑物等重点部位进行巡查排
查。

据了解，10月 27日 8时至 28
日 13时，三亚市平均降雨量20.7
毫米；全市水库蓄水量 4.98 亿立
方米，占总正常库容 83.9%。至
记者截稿时，三亚大小水库运行
平稳。

大小水库运行平稳

本报定城10月28日电（记者
叶媛媛）海南日报记者10月28日
从定安县三防办获悉，受18号台风

“莫拉菲”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近两
天定安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并伴有
5—7级的大风。为防御强降雨，
定安对全县水库进行调度泄洪，截
至28日8时，全县共有76座水库泄
洪或溢流。

据悉，受台风“莫拉菲”影响，
定安全县有较强风雨天气。截至
28日8时，定安县水库总蓄水量为
9212.26万立方米，占正常库容的
56%，较27日8时增加81.68万立
方米。

为避免持续降雨造成洪涝，
定安对全县水库进行调度泄洪，
目前全县已有76座水库泄洪或溢
流，其中中型水库 5442.4 万立方
米，占正常库容的 55.8%，小（1）
型水库 3143.84万立方米，占正
常库容的 59.5%，小（2）型水库
626.02 万立方米，占正常库容的
44.2%。目前全县水库运行平稳，
未出现险情。

76座水库
泄洪或溢流

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符转）海南日报记
者 10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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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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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日三亚开
Z202次改为10月29日广州始发。

2.10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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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日海口开
Z112次改为10月29日广州始发。

3.10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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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日海口开
K512次改为10月29日广州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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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琼州海峡封航影响

进出岛旅客列车
继续停运

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记者
良子 特约记者周平虎）近期，接连受
台风影响，我省持续强风雨天气，给
交通出行带来严重交通安全隐患。
省交警总队紧急提醒：雨天路滑，驾

车出行一定要减慢速度，保持前后安
全跟车距离，特别在高速公路行驶更
要注意。

10 月 28 日，全省高速公路不
同路段发生多起车辆侧翻事故，其

中，当天中午，环岛高速 310 公里
路段一客车发生侧翻，造成数人轻
微伤。

交警提示：雨天行车，因道路湿
滑，使汽车的制动性能变差。因此，

司机在驾驶时，需双手平衡握住方向
盘，保持直线和低速行驶，控制好前
后跟车距离，需要变道或转弯时，应
当缓踩刹车，以防轮胎抱死而造成车
辆侧滑。

省交警总队提示：雨天驾驶要减速控距

①10月 28日，临近中
午时分，琼海市区暴雨倾盆、
狂风阵阵，琼海市民在雨中
疾行。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②10月28日，在陵（水）
保（亭）路的陵水黎族自治县
提蒙乡一带路段，大风造成
树木折断，挡住半幅路面，往
来车辆小心避让通行。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③连日来，三亚海岸警
察在大东海景区沙滩一线进
行巡查和喊话提醒，劝阻游
客在台风期间下海游玩。

冯谋瑞 摄
③③

①①

②②

◀上接A01版
值得一提的是，《政策》明确，高新技术企业申

报省级科技计划项目不受限制，省科技厅还将支
持高新技术企业建设省企业技术中心、重点实验
室、技术创新中心、院士创新平台、成果转化中心、
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等科技创新平台，加大技术创
新和技术服务力度。

《政策》鼓励各市县、洋浦经济开发区对首
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企业给予不低于
20 万元人民币认定奖励，鼓励高新技术企业
积极申报海南省重点产业扶持奖励。

整体迁入海南的高新技术企业
最高可奖500万元

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
员张傲雪）今年前三季度，海南邮政快递业快速稳
定增长，全省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
8389.43万件，同比增长48.4%；业务收入累计完
成17.76亿元，同比增长35.89%。前三季度快递
业务量已超2019年全年业务量，快递业务量收累
计同比增幅持续位居全国前三名。这是海南日报
记者从10月28日召开的2020年第四季度海南
省邮政快递业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的。

前三季度，全省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包括邮
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27.96亿元，
同比增长20.9%；业务总量累计完成23.78亿元，
同比增长29.97%。全省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和业
务总量同比增幅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前三季
度，全省邮政快递业共收寄投递快件超4.6亿件，
日均服务群众约180万人次。

前三季度我省邮政快递业发展情况有如下特
点：做好“快递+扶贫+民生”服务，推动“快递+直
播+电商”服务，探索“快递+跨境+购物”服务，推
进“快递+下乡+进村”服务，加快推动“邮政+政
务+民生”业务。

“与此同时，通过不断优化行业营商环境，我
省持续推动邮政快递业高质量发展。”省邮政管理
局相关负责人说，具体包括出台利企惠企政策，在
财政事权、行业绿色包装、车辆通行、行业人才培
养等方面为行业发展带来政策红利，前三季度全
省行业争取到减税降费超5000万元。

我省前三季度
快递业务量超去年全年

本报讯（记者陈雪怡）近日，海口市港湾小学
五年级二班的学生们上了一堂特别的“课”，一开
课他们先观看“动画片”：“为什么我们的学校附近
又要建一所新的小学？”“人口普查可以解答你的
疑惑哦，我们的城市要建多少学校？建在哪里才
能满足各个家庭的入学需求？政府会以人口普查
的数据为基础，分析解决这些问题……”——当
天，结合人口普查进校园活动，我省“人口普查宣
传一堂课”活动在海口市港湾小学开课。

该校的黄意老师说：“通过‘人口普查宣传一
堂课’活动，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人口普查的内
容和意义，也能更好地给学生们讲解人口普查相关
知识，鼓励引导小学生当个人口普查‘小宣传员’。”

结合人口普查进校园活动，我省将在各市县
中、小学校开展“人口普查宣传一堂课”活动，意在
以学生带动家庭，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了解、配合并
支持人口普查工作，提升普查对象参与度。

海南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将于11月1日
至12月10日正式入户登记。在2020年11月1
日至11月30日期间，将有佩戴普查员证的调查
员到居民家中采集住户的基本信息，或由住户通
过微信小程序自主填报的登记方式在规定的时间
内填报。普查登记涉及的内容包括姓名、居民身
份证号、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迁移流动、婚育、
死亡、居住情况等。

我省“人口普查宣传一堂课”
走进海口市港湾小学

三亚三亚

定安定安

疾行

避障 巡岸

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记者马珂）为充分
发挥海口市骨科与糖尿病医院在糖尿病专科、骨
科专科等方面的牵头作用，10月28日，省卫健委
发布《海南省提升骨科、内分泌科等专科医疗服务
能力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提出，利用海口市骨科与糖尿病医院
从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引进的先进医
疗技术和管理模式，对全省各市县二级及以上公
立医院骨科、内分泌、麻醉、放射等相关专科进行
帮扶带教，帮助提升海南本地医护人员的专业技
术水平，让各市县公立医院在专业技术理论、科研
水平、技术操作能力等方面得到长足发展。

《方案》要求，加快沪医联盟内医联体医院的
整体合作，促进沪医联盟内的上海优质医疗资源在
海南形成多学科帮扶带。充分发挥各个上海专科
长项，补齐海南专科短板，组建专科人才梯队，全面
提升海南各专科专业技术水平，尤其在专业技术理
论、科研水平、技术操作能力等方面得到长足发展。

海南省各市县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可以选派
骨科、内分泌、麻醉、放射等4个专科医务人员到
海口市骨科与糖尿病医院进修学习。如有中长期
合作意愿，海口市骨科与糖尿病医院可以与各市
县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签订专科医联体协议，从
专业技术、能力建设、人才梯队打造、科研教学等
方面进行全方位支援帮扶，并且给予无偿支持。

据了解，2017年，海口市人民政府、原海口市卫生
局与上海六院共建三级公立专科海口市骨科与糖尿病
医院，全面引入上海六院的先进医疗技术和管理模式。

充分发挥上海在琼优质医疗资源优势

我省将提升骨科、内分泌科等
专科医疗服务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