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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强降雨

本报海口10月7日讯（记者孙
慧）10月7日晚，海南日报记者从全
省防御热带低压部署视频会议上获
悉，受热带低压影响，截至10月7日
16时，全省统计受灾人口3511人，
其中紧急避险转移人口3434人，紧
急转移安置77人。

据省三防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从
9月28日起，省三防办就组织相关单
位召开会商研判会议，针对我省国庆
长假期间可能出现强降雨和热带气
旋情况进行提前部署。国庆长假期

间，我省三防办将备勤值守提升至二
级警备，每日有值班人员与各市县政
府、应急管理部门进行视频调度。9
月5日起，省三防办、气象、水文、海
洋等部门每日会商研判，及时根据热
带低压发展态势和影响进行针对性
部署防御。

连续多日来，省三防办要求强
化预测预报预警，及时发布风险提
示。据统计，省应急管理厅向岛内
外近 30家主流媒体发布未来 4天
全省自然灾害综合风险预警提示、

国家海洋预报台海浪消息、省气象
局重大气象信息快报，发稿篇数约
50条，受众约 135 万人次；各级气
象、资规、海洋监测预报等部门根
据会商研判情况，及时向社会公众
发布台风暴雨预警、地质灾害气象
风险预警、海洋预警等预警信号，
通过北斗系统向全省5045艘渔船
发送各类预警信息13次，共计 6.5
万船次。

我省各相关部门、各市县加强
重点领域防御，加强风险防控。截

至7日18时，14个沿海市县（区）应
避风渔船 20804 艘，已完成避风
20799艘，剩余5艘渔船正在回港途
中。万宁水库已提前泄洪腾库容迎
汛，琼海市石合水库开闸泄流工作，
省水务厅每天对10座水库电台进
行呼叫，对100座水库防汛责任人
进行电话抽查。

由于连日来强降雨，我省部分
地区地质灾害风险加大，省自然资
源和规划厅派出专家组赴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等地实地核查，并指导

琼海、琼中等市县提前转移灾害隐
患点87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要求各市县住建部门检查建筑工
地，排查塔吊、燃气、城市道桥及路
灯等市政公用设施隐患111处。海
口市派出工作人员在琼州海峡渡海
车辆滞留路段设立服务保障点，为
滞留车辆和旅客提供免费餐饮、保
洁、安抚、车辆引导、秩序维持等服
务保障，港口企业开放候船大厅供
滞留旅客休息，目前各港口秩序总
体平稳。

我省三防办组织协调相关单位部署应对热带低压

全省已紧急避险转移人口3434人

本报海口 10月 7日讯 （记者
孙慧）10月 7日下午，海南日报记
者从海南省海洋预报台获悉，该
预报台已发布南海海浪 IV 级警
报（蓝色），受南海热带低压的影
响，预计 10 月 7 日中午到 8 日中
午，南海西部将出现 3 到 4.5 米的
大浪到巨浪区；海南东部和南部
近岸海域将出现 2 到 3 米的中浪
到大浪。

受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共同影
响，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州
半岛以东、海南岛以东、西沙附近海
面有3.5米至4.2米的大到巨浪。东
沙附近、海南岛以南、中沙附近、南
沙附近海面有 2.5 米至 3.5 米的大
浪。北部湾、琼州海峡海面有2米
至3米的中到大浪。海南岛东部和
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米至3米的
中到大浪。

本报海口10月7日讯（记者孙
慧）10月7日17时，省自然资源和规
划厅、海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
害气象风险三级预警，由于南海热带
低压的影响，我省部分地区持续出现
强风雨天气，万宁市、琼海市、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陵水黎族自治县、定
安县等5个市县部分乡镇地区降雨
诱发地质灾害风险增加。

受热带低压影响，预计未来24小

时内，我省文昌、琼海、万宁、海口、定安、
屯昌、琼中、澄迈、临高和儋州10个市县
大部分乡镇将出现50毫米以上降水。

根据省气象台前期降雨实况和
未来24小时降雨预报，预计未来24
小时万宁市全境、琼海市中西部，琼
中县东部，陵水县中北部，定安县南
部降雨诱发地质灾害可能性较大，我
省将这些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
警提升为三级预警（黄色预警）。

■ 本报记者 袁宇

“孩子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情。”10月 7日，在接受海南日报记
者电话采访时，远在陕西省宝鸡市
的张先生语带哽咽地说道。他的儿
子张子琛此前在琼海市博鳌镇某酒
店附近海域营救一名溺水游客时，
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回忆事情发生的那个傍晚，张先
生难掩悲痛。他告诉记者，10月2日
约18时许，他与儿子在离岸不远的海
域游泳，从岸上下来一个穿着一身游
泳衣、戴着眼镜的小伙子，“他下海以
后，也朝我们这个方向靠过来，在距我
们不远的位置游泳。”

不一会儿，天色渐暗，海水也开始
涨潮。“海浪突然间就变大了，落潮的

时候一下就把那个小伙子‘吸’到我们
身后四五米的深水区。”张先生回忆
说，当时他感觉不对劲，回头正好看见
那名游客伸着胳膊叫“救命”，“我和我
儿子来不及沟通，马上就往他那边游，
希望能救他上来”。

张先生说，自己往前游了两米多
的距离，反而被一个大浪给掀了回来，
就在返身再想游过去时，看到张子琛
已经借着一股落潮的力量快速游到了
落水游客身前，“我看到我儿子的手马
上就能接住那人了，于是就喊他们‘往
岸上游’。”

张先生回忆，那会儿海浪已经很
大，自己体力不支，只得先行游回岸
边，“浪很大，浮浮沉沉，历经艰辛才踩
上了沙滩。”等张先生挣扎上了岸，才
感觉到身后不对劲，“海里没动静，我

儿子1.8米的个子，从小练游泳。”
挣扎上岸的张先生马上拨打报警

电话与急救电话求助。两三分钟后，
博鳌海岸派出所所长姚昊就带队赶到
现场，公安、消防、应急、医疗等队伍也
陆续赶到，博鳌镇政府同时第一时间
组织值班干部、海上义务救援队、村联
防队等人员配合搜救。

姚昊告诉记者，当他赶到现场时，
天已几乎全黑，海面上能见度很低，风
浪很大，“我们在岸上用强光手电寻
找，空中使用无人机在海湾上搜寻，但
是没有发现两人。”

由于风浪太大，抵达的消防队员
所携带的橡皮艇也无法下海，消防员
们只能在身上系上安全绳后下海搜
救。“大约20名消防员分成两组，向南
北两个方向同时搜索，但是都没能找

到落水的两人。”博鳌镇政府相关负责
人向记者描述道。

当天19时40分和20时53分，落
水的游客杨某波和张子琛的遗体分别
被发现，经现场医生诊断，两人均无生
命体征。

“他短暂的一生，还是做了一件不
平凡的事情。”张先生说，儿子小时就
很善良、有爱心，经常会帮助别人，“有
时候看到街头有乞丐，还会找我要钱
去帮助对方，坐公交车也经常会给老
人、孕妇让座。”

记者留意到，张子琛是一个热爱
生活的人。张子琛的最后一条微博，
是事情发生前一天，他在琼海品尝到
的海鲜大餐、所看到的美景，通过网络
向朋友分享自己国庆假期的生活。在
事情发生后，他的许多朋友也在他最

后一条动态下留言，缅怀这个勇敢的
大男孩。在大家的回忆里，张子琛阳
光、爱唱歌、爱运动。

再过一个月，就是张子琛27岁生
日。张先生原先还计划着儿子工作稳
定了，想问问他对象的事情。“等他带
女友回家后，明后年就把婚事给办了，
没想到世事无常。”张先生叹气道。

琼海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张子琛不顾危险，毅然决然地游
去救人，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他见
义勇为的精神值得敬佩。日前，经琼
海市委政法委、市见义勇为工作协会，
组织有关部门依法评审，拟确认张子
琛为琼海市见义勇为积极分子人选，
并予以表彰奖励，弘扬社会正气，传递
正能量。

（本报博鳌10月7日电）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
三级预警

陕西父子在琼海博鳌下海救人，26岁儿子张子琛不幸遇难

异乡施援手 天涯留青春

本报海口10月7日讯 （记者
计思佳 特约记者陈创淼）受南海
热带低压影响，琼州海峡从10月
6日 20时起全线停航，大量待渡
车辆滞留在粤海大道，造成一定
程度交通拥挤。为做好滞留旅客
服务保障工作，海口市秀英区迅
速响应，立即启动应急服务保障
机制，组织各单位投入人力物
力，在拥堵路段面向滞留旅客，
全面开展餐饮免费供应、保洁、
安抚、车辆引导、维持秩序等服
务保障工作。

“来，喝一瓶水吧！”“这是给
您的八宝粥，请拿好！”在秀英区
粤海大道志愿服务点，志愿者们
正兵分多路，忙着为滞留旅客发
放矿泉水和八宝粥等物资，同时
提醒旅客，目前港口仍无法通
航，要耐心等候。“我们西秀镇共
安排20名工作人员，轮班驻守在
粤海大道服务点，为滞留旅客发
放矿泉水等物资。”西秀镇相关
负责人说。

据统计，截至10月 7日 11时
30 分，秀英港港区待渡货车 27
辆，无小车，秀英港周边无车辆滞
留。南港港区待渡货车 197 辆，
无小车，南港周边无车辆滞留。
新海港港区待渡货车 233 辆，无
小车，新海港周边无车辆滞留。
三港周边道路无车辆滞留，粤海
大道待渡货车约 240 辆，尾部排
至西海岸一号农庄路段。

海口秀英区启动应急服务
保障机制
停航不停温暖

美兰机场取消
进出港航班7架次

克服南海热带低压影响

海南炼化100万吨乙烯项目
乙烯塔完成吊装

本报洋浦10月7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李灵军）10月7日下午3时15分，在海南炼化
100万吨乙烯项目管理部、中石化工程建设公司，
中石化四建公司、中石化起运公司等单位的密切
配合下，“穿衣戴帽”后重达711吨的不锈钢材质
乙烯塔顺利完成吊装。据悉，这是海南炼化100
万吨乙烯项目完成吊装的第3个超大型塔器，在
此之前的9月份，重量双双超过千吨的急冷水塔
和急冷油塔已完成吊装。长90米、塔体最大直径
8.8米、净重560吨的乙烯塔是100万吨乙烯项目
的核心生产设备。值得一提的是，乙烯塔是100
万吨乙烯项目首台进场的超大型塔器，由中国石
化炼化工程集团宁波工程公司象山制造工厂完成
整体制造加工，于今年8月4日，从宁波象山港起
运到洋浦。而根据施工要求，比乙烯塔晚进场的
急冷水塔和急冷油塔率先完成“穿衣戴帽”工作，
从而比乙烯塔更早完成吊装。

据乙烯项目施工管理部一分部经理杨文学介
绍，按照事先安排的施工计划，乙烯塔安排在10
月7日上午开始吊装，而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6
日晚洋浦下大雨，影响了吊装前期准备工作，加上
当天上午风大，基本维持在13米每秒左右，吊装
延迟。到上午11点30分时，风速减小后，项目管
理部决定开始吊装。在吊装时，一边实时监测风
速，一边在保持安全的情况下加快吊装。为了保
证作业安全，项目管理部除了安排4000吨履带吊
车负责主吊外，还安排900吨的吊车拉住塔器底
部，稳住塔器。这样经过各方的紧密配合，稳扎稳
打，于下午3时15分顺利完成吊装，塔体立起，整
个吊装过程仅耗时3个多小时。幸运的是，刚完
成吊装没多久，风速突然加大。

“海边风大，在项目工地风还算是比较小的，
对吊装影响不大。”杨文学说，考虑到南海热带低
压有可能加强为台风，并将于海南岛登陆，如果当
天不进行吊装，得等台风过后才能作业，吊车一直
抬着塔器风险也很大，因此项目管理部决定抢在
台风登陆前把乙烯塔吊装到位，降低风险。

民航海南空管分局
全力保障国庆假期航班

本报海口10月7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唐茜）10月7日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海口美
兰国际机场迎来集中返程高峰，当日保障航班
440架次，运送旅客超6万人次，为国庆假期航班
峰值，较国庆前几日有大幅增加。

据统计，7天国庆假期共保障海口美兰机场
2778架次航班安全起降，运送旅客约38.2万人次。

10 月 5 日，海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四级
预警，美兰机场上空短时内因强降雨达不到
航班起降要求。面对通行能力下降势态，海
南空管分局塔台启动雷雨保障工作程序，采
取动态分配放行间隔及时调整指挥预案；调
配部分航班备降落周边机场，安排部分航班
在地面等待。管制员紧紧抓住天气好转的间
隙，加大空中流量，释放地面航班，确保航班
顺畅安全。在不降低安全运行水平的前提下
努力提高运行效率，当日保障航班 410 架次，
运送旅客5.5万人次。

⬆10月7日，在海口秀英港，工作人员
建议旅客通过手机及时关注港口通航消息。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10月7日，在海口供电局220千伏长
流变电站，工作人员对变电站的端子箱罩上
防水布。 本报记者 袁琛 通讯员 杨永光 摄

⬆10月7日，在海
口新海港附近路口，交
警指挥车辆有序通行。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灾害风险预警

南海海浪
IV级蓝色警报

澄迈出台急需紧缺人才目录

扩大人才保障政策
覆盖范围

本报讯（记者高懿 通讯员蒲宇昕）为做好澄
迈县急需紧缺人才有关待遇保障工作，进一步激
励人才投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该县围绕“三大
领域”“12个重点产业”，结合自身发展实际，于近
日制定出台《澄迈县急需紧缺人才认定办法》和
《澄迈县2021年急需紧缺人才目录》。

《澄迈县2021年急需紧缺人才目录》涉及互
联网产业、医疗健康产业、教育领域、高新技术产
业、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现代服务业、金融领域、油
气开发和加工产业链、乡村振兴领域、市场认可领
域等，共计119项人才类型。

其中，互联网产业领域的急需紧缺人才目
录主要包括互联网企业较为稀缺的区块链行
业技术研究人才和 IT技术人才；市场认可领
域人才主要包括在我省每年缴纳个人所得税
达到3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人才，以及在我省除
房地产企业之外企业纳税总额达到 500 万人
民币以上的非国有企业法定代表人或主要经
营者。

本报海口10月7日讯 （记者
邓海宁 通讯员云蕾）10月7日，海
南日报记者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获
悉，截至当天20时14分许，受天气
影响，美兰机场进港航班备降其它
机场7架次，1架返航，取消进出港
航班7架次，无滞留旅客。

据了解，目前美兰机场已与海
口三港建立应急联动，针对可能出
现乘船出岛的滞留旅客大批量转
乘航班出岛情况，牵头组织各保障
单位制定设置集中休息区域、专用
值机柜台与安检通道、餐饮保障等
分流与服务应急措施，并协调各航
空公司提前做好运力调配与备份，
通过加班、包机或以小换大增加航
空运力投放。

停航信息“掌”上知

防风保电在行动

交通保障

昌江警察救援
溺水游客和儿童

本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曾群飞 曾石东）
10月6日，昌江黎族自治县公安局昌化海岸派出
所民警将两名溺水游客救上岸。

当日15时55分，昌化海岸派出所接到县局
指挥中心指令称：在昌化镇大角景区海里有人
落水。两名民警赶到现场发现距海岸边500余
米处的风浪中有一名成年男子和一名儿童靠一
个救生圈在漂浮。经过一番救援，民警拖着溺
水游客艰难游行十余分钟后，成功将二人营救
上岸。

上岸后民警对溺水群众做了初步施救措施，
随即将溺水人送到昌化镇卫生院进行进一步救
治。目前两人均已脱离生命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