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0月14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张苏民 主编：陈卓斌

美编：杨千懿 检校：王振文 陈伊蕾

A02

■■■■■ ■■■■■ ■■■■■

省水务厅派出工作组到防风重点市县

从严从实落实防风措施
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徐

良伟）10月 13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水务厅获
悉，该厅派出8个工作组到相关防风重点市县指
导防台风工作，从严从实落实防御台风各项措施，
确保水库安全度汛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据介绍，省水务厅要求全省所有水库技术责
任人必须到责任水库进行检查、打卡录入，省水务
厅会滚动通报水库技术责任人履职情况。各市县
水务部门对所辖水库进行全面排查，对存在的隐
患立即整改消除，出现险情的水库立即采取应急
加固措施，必要时空库运行。对在建水利工程度
汛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特别是大坝施工的水
库，再次检查围堰是否满足设计要求，及时加固围
堰，对坝体开挖裸露部位做好防护，防止强降雨造
成坝体崩塌、滑坡，确保在建水利工程度汛安全。

当天，我省各市县水务部门也趁着台风期间
加强水库蓄水调度，部分库容较高的水库开闸溢
流腾出库容，以防备强降雨造成蓄水超警戒水
位。截至10月13日 20时，全省水库蓄水量为
47.82亿立方米，占正常库容56.7%，其中大型水
库蓄水31.71亿立方米，占正常库容52.4%，中型
水库蓄水10.12亿立方米，占正常库容66.6%，小
型水库蓄水5.99亿立方米，占正常库容69.7%。

全省资规系统全力做好
地质灾害防御工作

本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尹建军）连日
来，全省自然资源和规划系统干部职工坚守一
线，深入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巡查和转移工
作，全力做好台风“圆规”影响期间地质灾害防
御工作。

截至13日18时，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协调
派出4个地质灾害分片驻守专家指导组（其中1
个为自然资源部驻琼专家指导组），从东、中、西线
分赴昌江、琼海、白沙、琼中、五指山等市县13个
重要隐患点，排查出白沙元门乡启托村隐患点、琼
海大罗岭滑坡点，已协调乡镇政府转移受威胁人
员或对受威胁道路进行交通管制，防止发生人员
伤亡问题。截至目前，全省累计转移受地质灾害
威胁人员953人，未收到因地质灾害导致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情况的报告。

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记者孙
慧 刘梦晓）10月 13日上午，受今年
第18号台风“圆规”影响，我省出现
强风雨天气，部分沿海市县海面出现
风暴潮，部分沿海地区、入海口江河
沿岸地区出现潮水上涨，海水、入海
口江河水倒灌的现象。为何会出现
倒灌现象？市民群众要如何加强防
范？海南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省应
急管理厅、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相关
负责人。

当天上午，海口市海甸岛、北港
岛、新埠岛等沿海地区，海边出现海水
倒灌陆地的现象。在海口市长堤路、
海甸五西路等入海口的沿河沿沟地
区，也出现了路段积水的情况。

在海甸二东路海达路至和平大道
路段，道路一侧的商铺老板林斌告诉
记者，当天上午8时许，他像往常一样

打开店铺门，发现门前的道路上都是
积水，目测有三四十厘米深。

当天上午7时许，海口排水中心
美兰大队工作人员吴秋杏和6名同
事就已经在这个路段开展排水作
业。但因为海水不断倒灌，积水不减
反升，他们也十分无奈，“我们只能打
开雨水篦子，不停地清理堆积在排水
口的杂物，以便退潮时积水能够快速
排掉。”

记者看到，200多米长的积水路
段两侧，多个雨水篦子的盖子已经打
开，上面还绑上了提醒物。同时，吴秋
杏也和同事在这里反复巡逻，提醒靠
近积水的市民注意安全。

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风暴潮是由于强烈的大气扰动
引起的海面异常升高现象。受台风

“圆规”影响，我省部分沿海地区海面

水位迅速升高，在升高以后淹没了部
分低洼地区。

省应急管理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10月 13日上午，由于海南岛沿
海岸段正处于天文大潮期，部分沿
海海岸即使没有风暴潮增水，正常
的天文潮值已经超了蓝色警戒潮
位。当天上午，海口、澄迈、文昌、临
高、万宁、东方等市县沿海受台风和
风暴潮影响，再叠加天文大潮，所以
潮位较高。

遇到这种情况，市民群众该如何
防范风险？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省
应急管理厅的相关负责人提醒，台风
期间，市民群众要及时关注气象局、海
洋预报台等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信
息。各沿海市县市民、游客切勿在海
边、江河沿岸地区逗留玩耍，不要冒险
去观看台风和海水倒灌现象。各市县

沿海、入海口江河沿岸的低洼地区要
做好人员和财产转移准备。比如小区
的地下车库要准备沙袋、抽水机等设

备拦阻倒灌海水，车辆要及时转移到
地势较高的宽敞场所停放，市民游客
如非必要情况，不要涉水出行等。

受台风“圆规”影响

天文潮叠加风暴潮 多地出现海水倒灌

10月13日上午，海口市杜鹃路海边沿岸，大浪拍岸。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上接A01版
迅速紧张起来、行动起来，全力以赴迎接首次国家
巩固脱贫成果后评估，确保首战打赢。要认真对
标对表评估办法要求及调研暗访、大督查、大排查
发现问题，全面查遗补漏，举一反三、抓紧整改。
要持续抓细抓实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加快衔接资
金支出进度，尽快出台省级配套政策文件，着力解
决好“三保障”、饮水安全等方面问题。要因地制
宜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继续强力推进农村厕
所革命，扎实做好农村生活污水、垃圾治理及裸露
土地整治等重点工作。要加强对“三农”工作的组
织领导，进一步强化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发
挥好驻村干部作用、理顺工作体制机制，形成齐抓
共管乡村振兴的合力。当前特别是要高度重视台
风防御工作，落实落细责任，层层严防死守，确保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徐启方从压实工作责任、加强驻村帮扶等方
面提出具体工作要求。

全力以赴迎接
首次国家巩固脱贫成果后评估

◀上接A01版
桑福华还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

毛万春要求，海南各级政协组织、政协各参加
单位和政协委员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中国
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精神，把准方向、找准
定位、重点突出、有节有序的为高质量高标准推进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心聚力。

委员宣讲团制度创建于2018年，三年来，宣
讲活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结合政协实际，把
握宣讲主题，凝聚共识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传播共
识效应不断显现，受到各级政协组织、政协委员和
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好评。

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
记苻彩香，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耀红，省政协领
导班子成员，住琼全国政协委员，部分省政协委
员，省委统战部、省政协机关全体干部职工，省各
民主党派、工商联等处室负责人，市县政协领导班
子成员及政协委员代表等共500余人参加了宣讲
报告会。

全国政协重大专项工作委员
宣讲团举行海南宣讲报告会

◀上接A01版
包括漫水桥、毁损道路、沿海码头、低洼低涝路段
要有人值守，设立警示牌，引导车辆分流，做好交
通管制。四是进一步细化完善转移群众的准备，
包括提前准备转移安置场所，做好人员转移后的
生活物质保障等。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防总总指挥沈丹阳
出席会议并讲话。

从四个方面再细化落实措施
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讯 根据省委、省政府统一安
排部署，10月13日，省领导赴昌江、
白沙、乐东、琼海、琼中、万宁、五指山
等市县督导防抗今年第18号台风“圆
规”工作，实地检查水库防风防汛、渔
民渔船安全转移、地质灾害点安全隐
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要求抓
实、抓细各项台风防御工作，全力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杰率队
先到昌江黎族自治县实地查看督导
防风防汛工作。督导组在昌江三防
指挥部了解相关防风防汛措施，要求
加强村镇重点风险隐患排查，把各项
责任和措施落实到位。在石碌水库，
督导组要求加强水库水雨情测报预
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让下游沿线
村庄科学防灾、主动避险，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督导组还到该
县牙营村至石碌水库路段漫水路堤、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控室、昌化
渔港等地实地查看防汛防风工作落
实情况，详细询问值班值守、船只回
港、人员上岸安置点食宿等情况，并
到昌化社区看望渔民，叮嘱渔民服从
政府统一安排，确保渔船回港避风。
随后，督导组来到白沙黎族自治县邦
溪立交桥。肖杰表示，要认真落实省
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做好交通疏导
工作，防止车辆拥堵，对可能出现的
危险要按照预案及时转移群众，确保
万无一失。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陆志远率队
赶赴白沙黎族自治县督导防汛防风工
作，在调度会上听取各乡镇、部门汇报
情况，剖析工作薄弱环节，并分赴数个
关键点位检查防汛防风工作落实情
况。在白沙阜龙乡新开水库，督导组
一行实地了解水库防风防汛工作最新
动态，并检查水库值守人员的联系渠
道是否畅通，随后嘱咐值守人员在坚
守岗位的同时，也要注意自身人身安
全。在督导检查阜龙乡可任村打堆村
民小组存在的漫水路隐患时，督导组
要求值守人员继续严防死守，直至水
位退至安全位置。当天，督导组一行
还检查了白沙部分学校及建筑工地

“三防”工作落实情况。陆志远表示，
任何时候，群众的生命安全都是最重
要的；遇到险情，各乡镇各部门不能各
自为战，要及时汇报沟通；遇到紧急情
况，党员干部要当机立断、第一时间做
出科学防控决策，坚守一线精准指挥。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关进平率队
赴乐东黎族自治县佛罗镇政府、莺歌
海渔港、千家镇长茅水库、尖峰镇岭
头渔港等地，检查值班值守、渔船回
港、渔民上岸、群众生活保障、防风救
灾物资准备等情况。督导组对防风
防汛提出6项要求：一是坚决落实好
省委省政府关于防台风的各项工作
要求；二是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严格
按照防汛防风应急响应的要求做好
相关准备工作；三是严格落实防风救

灾责任制；四是突出重点，做到“十个
到位”：防灾物资到位，救援队伍到
位，渔船回港与渔民上岸到位，食品
供应保障到位，转移群众到位，旅游
景区关闭到位，供电供水到位，值班
值守到位，确保低洼地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和转移到位，防风救灾各项措施
逐项到位；五要加强督促检查，确保
工作落实；六要按照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不留死角的要求，确保防台风工
作无盲区全覆盖。

副省长刘平治率队赴琼海市牛
路岭水库、琼海市海洋渔业通信指挥
中心、潭门中心渔港等地检查指导防
风防汛工作，要求科学调度泄洪，强
化渔船安全管理，全力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督导组一行来到牛
路岭水库，详细了解降雨量、水库水
位以及大坝安全运行情况。在琼海
市海洋渔业通信指挥中心，详细了解
渔船回港、渔民上岸及渔港防风措施
落实情况，并到潭门中心渔港现场查
看。据了解，截至10月 13日上午，
琼海全市共转移渔民1100人。刘平
治指出，各单位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风
雨情况，做好应对各种突发险情的准
备；全面排查水库风险隐患，科学调
度水库泄洪；加强渔船渔民管理，防
止渔船顶风出海；及时封闭漫水桥漫
水路；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引导群众
台风天尽量少外出；确保低洼易涝地
区人员全部安全转移。

副省长，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
闫希军率队到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督
导台风防御工作。在琼中和平镇乘坡
居25队，督导组一行实地察看地质灾
害点安全隐患及周边环境等情况，听
取相关部门采取防治措施汇报，详细
了解各隐患点的隐患排查及措施落实
情况。督导组强调，对所有已知地质
灾害隐患点安排专人盯守，定期巡查、
严密监测，实时掌握各隐患点信息；要
对全县各类危墙、低洼易涝区等重点
地区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全县老旧
屋住户进行入户勘查，及时预报预警、
避险搬迁。在红岭水库和百花岭水
库，督导组详细了解水库的水位情况、
水库的日常维护、防汛泄洪以及安全
防范措施等情况。闫希军表示，要提
前部署，严密监测，高效组织，实时关
注水库水位的变化，做好水库雨情的
预警预报工作，采取多项措施，保证各
项工作有序推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副省长倪强率督导组一行深入万
宁市村庄、渔港、建筑工地、群众转移
安置点等地检查防风防汛情况。该市
集庄村在2010年台风时曾发生过海
水倒灌的情况，督导组详细了解集庄
村当天的最高潮位和万宁市防风防汛
指挥体系，以及市、镇和村里的抢险队
员备战情况。随后督导组来到乌场渔
港，查看渔船回港和人员上岸情况，并
叮嘱要加强巡逻，保障渔民全部安全

转移不返回。在一处地处低洼在建工
地上，工地上的人员已全部转移。督
导组要求值守人员全部撤离，封闭工
地保安全。督导组还到万宁市多功能
活动中心、万城镇联星村等外地务工
人员安置点和村里低洼地人员安置
点，看望转移安置人员，详细询问转移
安置人员的饮食过夜问题，晚上是否
有被子保暖等。倪强嘱咐村干部把转
移群众一管到底，让转移安置人员安
心度过台风天。

省政协副主席李国梁率领的省督
导组一行深入到五指山市检查指导防
风防汛工作。在五指山新春水库，督
导组一行实地查看水库水位库容、详
细了解水库防汛措施和水库运行管
理、防汛物资准备等情况。在该市金
碧花园安居房项目工地，督导组强调
要进一步做好塔吊、边坡防护等项目
现场重点区域的排查，确保工地安
全。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搬
迁安置工程项目现场，督导组一行实
地检查工地防风措施，了解生态搬迁
群众安置情况，要求当地政府进一步
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加大搬迁地安全
巡护，关心关照搬迁群众在台风期间
的生活。督导组指出，虽然“圆规”已
登陆，但接下来强风强降雨带来的影
响仍然不容忽视，要抓实、抓细各项台
风防御工作，把台风灾害可能带来的
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综合本报记者来稿）

省领导赴多个市县督导防抗台风“圆规”工作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风中的坚守

③③

②②

②②10月13日，在海南中线高速上，屯昌交警
清理被台风吹倒的树木。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③③10月13日下午，海口海甸岛二东路，工人
在海水倒灌路段进行排水工作。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①为防御台风“圆规”，10月13日上午，海口
秀英边检站执勤点工作人员搬来沙包，以建筑防
风防汛墙。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