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计，13日20时～16日08时各地累积雨量：万宁、琼中、
五指山、陵水、保亭和三亚等市县 200～300毫米，局地 400毫
米；文昌、琼海、海口、定安、屯昌、白沙、澄迈和乐东等市县
100～200毫米，儋州、临高、昌江和东方等市县50～100毫米

西沙群岛各岛礁，13日～
14日有暴雨到大暴雨（累积雨
量 180～230 毫米），并伴有
12～13级、阵风14级大风

13日夜间，海南岛东半部地区有小到中
雨、局地大雨，西半部地区多云。14日～15日，
海南岛东部、中部和南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
大暴雨，西部和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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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台风“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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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商业总会第四届三次
全省商业代表大会举行

全省商业企业
要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

本报海口11月12日讯（记者罗霞）11月12
日，省商业总会第四届三次全省商业代表大会在
海口举行。会议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庆祝省商业总会成立20周年，要求切实贯彻
落实“六稳”“六保”工作任务，为海南自贸港建设
作出更大贡献。

大会听取了省商业总会工作报告，授予21家
单位“诚信会员单位”称号，并对21家会员单位的
特色优势项目进行表彰奖励。会议提出，全省商
业企业要主动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充分激发创新
创业创造活力，推动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为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作贡献；省商业总会
要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增强服务意识，树立人
才意识，强化创新意识，发挥好桥梁作用，助力打
造一流营商环境。

据了解，目前，全省商业（零售商、供应商、服
务商）现有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约52万家，就业人
数超过250万。省商业总会将积极推动商业资源
融合，建立健全各市县商业联合会机构，推动多种
形式的促销活动，共建商业诚信秩序，维护会员合
法权益，推动全省商业发展。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陆志远
出席会议并讲话。

本报海口11月12日讯（记者孙
慧 实习生焦晴）11月12日上午，省防
汛防风防旱总指挥部在省应急管理厅
召开全省防御今年第22号台风“环高”
视频会议，贯彻落实省委书记刘赐贵批
示精神，要求各部门各市县要在思想上
再重视，认识上再提高，毫不放松抓实
抓细抓好各项防范措施，全力以赴实现

“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目标。
会议指出，今年10月以来，我省

连续防御了6个台风及2个强风雨天
气，全力以赴确保灾害损失降到最
低。各部门各市县要继续保持宁可
十防九空，不可一次放松的信念，扎
实做好各项防范和抢险救灾准备工
作。各部门各市县要继续加强值班

值守，密切关注风情、雨情、水情，联
合会商研判。气象、水务、海洋等监
测预报部门要滚动预测预报，特别是
气象部门要加强降雨落区的精细化
预报，水务部门要延长洪水预报的预
见期，提前发布预警信息，为防汛指
挥、水库调度和群众转移等提供有力
支撑，切实发挥好第一道防线作用。

会议要求，要强化重点行业领域
安全防范，确保万无一失。一是加强
渔船渔民回港避风安全管理，做好海
上应急救援准备。二是在确保水库安
全度汛基础上，精准调度水库蓄水或
泄洪，确保今冬明春农业生产和生活、
工业用水。三是切实加强重点市县的
重点区域安全防范。海口市要做好琼

州海峡停航进出岛车辆疏通工作，资
规部门要指导重点市县做好城乡内
涝、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防御工
作，交通部门做好易涝、易堵地段的交
通疏通，电力部门要确保电力供应。
四是三沙等重点市县要保持高度警
惕，严阵以待做好防汛救灾准备工作。

副省长刘平治出席会议并讲话。

省防总召开全省防御第22号台风“环高”视频会议

毫不放松抓实抓细抓好各项防范工作

海南龙被技艺保护发展座谈会
在海口举行

探讨龙被技艺的
传承发展等问题

本报海口11月12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
刘瑾）“百卉千华 锦上添花——海南龙被艺术大
展”11月13日开幕，由省旅文厅主办的海南龙被
技艺保护发展座谈会11月12日在海南省博物馆
举行，来自北京服装学院、苏州丝绸博物馆、海南
大学、省民族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及海南黎
锦技艺传承人代表等30余人围绕龙被的历史、现
在和未来，探讨龙被技艺的传承、发展等问题。

龙被是黎锦中的精品，由单幅或多幅带有织
绣图案的黎锦连缀而成的幕帐，集黎族纺、染、织、
绣四大工艺之大成，堪称黎锦技艺巅峰之作。

作为黎族传统文化的载体，龙被具有特殊的
历史研究价值。但由于龙被制作需要较高的工
艺，费时且费力等，目前掌握龙被纺织技术的黎族
妇女已为数不多，龙被艺术濒临失传。今年以来，
我省加快推进“保护利用好黎锦等非遗文化”工
作，认真做好传承保护（龙被复制）项目，相关项目
团队按照传统技艺手法复制完成了“清后期龙凤
呈祥八卦图三联幅龙被”和“清代黎族人形纹五联
幅龙被”，在还原黎族龙被制作技艺的道路上迈出
了成功的一步。

座谈会上，专家学者分别就黎锦传统服饰织
绣的智慧、黎锦技艺的主要特点、海南龙被的历史
意义与现代价值、海南龙被保护与传承面临的问
题畅所欲言，探索传统文化如何实现创新性转化、
创造性发展。

由省旅文厅主办、省博物馆承办的“百卉千
华 锦上添花——海南龙被艺术大展”13日开幕，
展览时间为11月13日至12月13日。

本报三亚11月12日电（记者
周月光）三亚全市863艘渔船已全部
进港避风，转移撤离海上作业人员
2767人，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工
作。海南日报记者11月12日从三
亚市防御第22号台风“环高”工作部

署会议获得上述息信。
据了解，防御第22号台风“环

高”，三亚市各部门行动早行动快。农
业农村部门通过北斗和手机平台向
渔民发送台风、海浪预警信息3001
条，12日8时，全市863艘渔船已全

部进港避风，转移撤离海上作业人员
2767人；水务部门派出3个检查组对
全市水库、河道进行巡查检查，全市
93宗水库的防汛责任人和巡查人全
员上岗到位；旅文部门派出检查组对
各景区景点进行检查督查，联合景区

景点、酒店及旅行社等部门加强防风
安全宣传，确保游客安全；住建部门
已将易积水路段列出清单，提前对排
水管道进行清理疏通，调配大型应急
强排车辆、挖掘机、水泵等机械设备共
123件，做好应急处置准备。

对全市水库河道进行巡查检查

本报永兴岛11月12日电 （记
者刘操 通讯员宋起来）为应对今年
第22号台风“环高”，三沙市各部门
各单位迅速进入紧急防台风状态，立
足于台风正面袭击的防御定位，严格
按照防台风应急预案要求，全面落实
各项防台措施。

从11月11日起，三沙市委、市
政府连续召开多次会议进行全面部
署。11月11日晚，三沙连夜组织召
开“三防”应急指挥会议，进一步研究
部署三沙防御今年第22号台风“环
高”各项工作。

目前，三沙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坐

镇永兴岛指挥，市三防办、各职能部
门、各管委会全面实行24小时值班，
密切关注台风动向，确保通讯畅通，
成立应急救援队伍随时待命。各主
要部门负责人在永兴岛靠前指挥抗
风工作。

三沙市主要负责人多次深入一
线察看防御台风准备工作。11月12
日下午，三沙市有关部门负责人顶着
大风到建筑工地、港口、码头，渔民定
居点和职工宿舍楼等地方，检查防台
风措施落实情况。三沙市政府负责
人要求各单位各部门一定要克服麻
痹思想，一定力争万无一失，把人民

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
在台风到来前，三沙全面排查

在建工程、户外广告设施、高空构筑
物等，并提前做好拆卸、加固工作，
重点加强对渔船进行加固，细化安
全措施，全面排除风险隐患。加强
应急抢险救援准备和防汛救灾物资
储备调配，确保随时有效应对、处置
险情。

11月12日上午，三沙永兴管委
会、永兴事务管理局组织人员对门
窗进行加固，对永兴岛主要道路的
树枝进行修剪，防止台风把树吹
倒。三沙永兴、七连屿、永乐管委会

对建筑工地、简易板房和门窗等重
点区域进行了安全隐患排查，提前
做好加固工作。

三沙确保所有出海船只、渔排人
员按规定时间回港上岸避风，引导群
众主动避险，防止出现顶风出港、出
海作业情况发生，确保做到“不漏一
船、不漏一人”。海南日报记者了解
到，鸭公岛等岛礁转移90多人到晋
卿岛等地避风。“三沙1号”、“三沙2
号”以及所有公务船都已经进入海南
本岛避风，超半数渔船已经吊装上
岸，剩余的已经在礁盘内加固避风，
人员全部撤离上岸。

吊装渔船上岸、排查风险、转移群众

严阵以待全力抗击台风“环高”

本报海口11月12日讯（记者郭
萃）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菜篮子产
业集团获悉，为应对台风“环高”可能
对海口蔬菜市场供应带来的影响，该
集团组织调运储备30个品种共3100
吨平价菜，保障海口市蔬菜供应及价
格稳定，其中“一元菜”储备850吨。

据了解，受“环高”影响，13日至

15日海口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
障蔬菜稳定生产，避免菜篮子基地出
现积水地块，海口市菜篮子产业集团
根据基地生产现状，提前做好人员分
工安排，如出现持续降雨天气，基地
提前组织进行清沟排水，减少雨水对
生长期叶菜的影响，提高蔬菜成活率
和产量。同时抓紧抢收菜心、小芥

菜、小白菜、地瓜叶、空心菜等叶菜放
入冷库储存，用于台风停航期间保障
本地叶菜市场供应。

海口市菜篮子产业集团还重点从
岛外云南、山东、湖北、河南等地调运
生菜、上海青、小黄白等叶菜及其他菜
品持续补充平价菜储备量，同时对接
岛内东方等地调运本地叶菜，截至12

日中午12时已组织调运储备蔬菜
3100吨，储备菜品种有土豆、外地大
白菜、莲花白、洋葱、菜心、上海青、生
菜等30个品种，其中“一元菜”储备
850吨。防范台风期间，该集团将加大
平价菜投放量，并提前准备好备用车辆
及人员，用作二次、三次补货配送工作，
旗下223个末端网点均正常营业。

海口菜篮子集团:

储备3100吨平价菜保供稳价

11月12日上午，三沙永兴管委会组织志愿者加固渔船，做好防御台风“环高”准备工作。 通讯员 许文 摄

做好琼州海峡
停航应急调度准备

本报海口11月12日讯（记者
邱江华）11月12日上午，海口市三
防指挥部组织参加全省防御第22
号台风视频会议后，对海口市防御
台风工作进行部署，要求扎实做好
防范和抢险救灾各项准备工作，全
力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最大限度减
少财产损失。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22
号台风“环高”将于13日～14日先后
穿过中沙和西沙群岛，15日从本岛南
部海面经过，之后趋向越南中北部沿
海。受“环高”和冷空气共同影响，13
日夜间～15日，海口市近海和陆地将
先后出现较强风雨天气。

会议要求，要层层压实防风责
任，确保各项工作落细落实。一要
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牵头相关部门
做好会商研判；二要落实渔船防风
措施，确保渔船 100%回港，渔民
100%上岸；三要加强水库精准调
度，做好蓄水工作；四要做好琼州海
峡停航应急调度准备，根据琼州海
峡停航滞留车辆应急响应机制要
求，进一步加强调度管理，做好各项
应急保障；五要做好地质灾害、危
房、在建工地的安全管控，确保防范
到位；六要做好应急排涝准备，强化
和气象、水务部门的应急联动；七要
做好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确保政
令畅通，及时做好各项信息的报送
工作。

645艘渔船
回港避风

本报嘉积11月12日电（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陈卓）受今年第22
号台风“环高”影响，当前琼海市全
面做好防御台风准备工作，其中
645艘渔船已于11月12日全部就
近回港避风。

11月 12日上午，琼海市海洋
与渔业行政执法大队和综合行政执
法局的执法人员，联合对停靠在渔
港内的船只进行巡逻检查，确认渔
船回港避风情况，督促渔船民做好
防风工作。

琼海市农业农村局渔政事务服
务中心负责人介绍，从11日开始，
渔政事务服务中心就通过北斗平台
向渔民交流群发送台风的相关信
息，要求海上作业渔船及时进港避
风，下一步渔政事务服务中心将联
合琼海市海洋行政执法大队加强港
内巡查，防止渔船违规出海。

与此同时，琼海市气象局也发
布提醒，提醒该市相关部门要做好
港内避风船只安全管理和隐患点巡
查排查，防范可能因强降水出现的
山洪及地质灾害，各水库要根据蓄
水情况和降雨预测做好科学调度，
确保水库安全。

本报海口11月12日讯 （记者
邱江华 通讯员符晓虹 郝丽清）海南
日报记者11月12日下午从省气象
部门了解到，省气象局11月12日17
时发布台风三级预警。

据监测，今年第22号台风“环

高”，12日 16时中心位于北纬15.4
度、东经118.1度，也就是在距离海
南省三沙市（西沙永兴岛）东偏南方
向约640公里的南海中东部海面，中
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33米/秒），七
级风圈半径200～280公里，十级风

圈半径60～80公里。
省气象台预计，“环高”将以每小

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
动，强度变化不大，13日～14日先后
穿过中沙和西沙群岛，之后从海南岛
南部海面经过，趋向越南中北部沿海。

受冷空气和“环高”共同影响：海洋
方面，预计12日夜间到15日白天：海
南岛文昌、琼海到三亚一带海面，北到
东北风6-7级，阵风8级，13日下午起
增强到9-10级，阵风11级；北部湾海
面，海南岛乐东、东方到海口一带海面，

北到东北风5-6级，阵风7级，13日下
半夜起增强到8-9级，阵风10级；西沙
群岛附近海面，东北风10-11级，阵风
12级；中沙群岛附近海面，北到东北风
10-11级，阵风12级；南沙群岛附近海
面，南到西南风5-6级，阵风7级。

三沙

海口

琼海

三亚

市场供应

◀上接A01版
全面贯穿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全过程、农业农
村工作各方面。要坚决打好脱贫攻坚收官战，准
确把握今年“国考”新变化，聚焦国家历次考核、巡
视、督查及省内大比武发现的问题，逐一整改清
零，确保实现“三连胜”。要想方设法帮助农民群
众扩大生产和务工就业，奋力完成今年农民增收
目标。要加快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农”领域
短板，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厕所革命”、
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等重点工作。要吸引更
多人才投身农业农村，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要认真谋划好明年和“十
四五”时期“三农”工作，推动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决
策部署落地见效。李军还强调，参训干部要端正
学习态度，严肃学习纪律，妥善解决好“工学矛
盾”，确保学有所获。

全省“三农”系统省管干部学习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
培训班开班

中央宣讲团到洋浦调研
本报洋浦11月12日电（记者林书喜）11月

12日上午，中央宣讲团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副主任、党组成员张来明一行到洋浦经济开发
区调研，实地考察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国投
（洋浦）油气储运有限公司原油码头和国际港务小
铲滩码头等地，了解自贸港政策落实情况。

调研中，张来明听取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总体方案》发布以来，洋浦政策落实情况汇报。在
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洋浦工委书记周军平向
中央宣讲团介绍了自贸港政策在洋浦落地实施情
况；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卞凤
鸣介绍了近年来海南炼化在科技创新上取得的新
进展、新成果。在国投（洋浦）油气储运有限公司
原油码头和国际港务小铲滩码头，张来明详细了
解了30万吨油轮进出港、小铲滩码头集装箱吞吐
情况和码头仓储建设以及未来规划，他肯定了海
南自贸港建设发展速度和政策落实成效，建议海
南要大力发展国际港航物流业务，重视人才培养
和高端人才引进工作。

副省长沈丹阳参加调研。

省气象局发布台风三级预警

我省大部分地区预计明起有暴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