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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组织抢收基地待采蔬菜 发动工作人员支援一线

海口储备超2800吨平价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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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10月13日电（记者周
月光）台风“圆规”给三亚带来大风大
雨，但三亚市场蔬菜供应充足。海南
日报记者10月13日从三亚市发改委
（稳价办）获悉，截至10月12日晚，三
亚紧急调运收储岛外蔬菜1320吨，
能够保障市场3天的供应。

10月13日下午，在三亚市胜利路
旺豪超市，记者看到，货架上各种蔬菜

应有尽有。该超市有关人员介绍，正常
情况下，每天销售蔬菜10余吨，考虑到
台风天气可能持续，10月12日，采购部
门采购岛外蔬菜50吨、本地蔬菜5吨，
完全能够满足超市3天的销售需求。

据介绍，为保障台风天气蔬菜供
应，从10月11日至15日，三亚启动应
急调运机制，鼓励相关企业积极调运应
急蔬菜，做好储备工作，在原有应急调

运蔬菜车最高每辆补贴2000元的基
础上，增加对整车储备蔬菜并延期上市
的补贴，最高每辆达1000元。

为做好应对台风“圆规”的服务
保障工作，三亚市发改委（稳价办）提
前谋划，派相关工作人员到广东海安
紧急协调运输蔬菜车辆及过海进
岛。据统计，截至10月12日下午，三
亚市从岛外调运收储蔬菜1320吨。

按照三亚市蔬菜每天消耗450吨测
算，这1320吨蔬菜基本能够保障三
亚3天的蔬菜供应。

三亚市发改委（稳价办）有关负
责人介绍，接下来，三亚还将加强田
间管理，做好本地应急蔬菜供应；继
续开展特价惠民活动，加强市场终端
调控；持续加强价格监管和监测预
警，维护市场秩序。

三亚增加应急调运蔬菜车辆补贴
最高每辆达1000元

本报那大10月13日电（记者林
书喜 特约记者李珂）台风“圆规”登
陆前夕，儋州市陆续从省外、海口的
蔬菜批发市场，以及本地蔬菜基地调
运蔬菜共208.3吨，13日在22个平价
菜销售网点投放销售，按照政府倡议
价销售平价蔬菜，有效平抑台风天气
蔬菜价格，防止蔬菜价格大幅上涨。

儋州市现代服务业与投资促进
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儋州组织菜篮子
配送中心、大型超市等提前做好蔬菜
调运、应急储备，保障蔬菜供应。从
省外、海口的蔬菜批发市场，以及本
地蔬菜基地调运蔬菜的同时，以儋州
市场物业管理中心为主导的平价菜
直销队伍，从田间地头直接采购蔬菜
投往市场，统一收购、统一配送、统一

直销，切实减少流通环节成本，降低
销售价格。

海南日报记者走访儋州市多家
大型超市及农贸市场，看到各类蔬菜
供应充足，价格波动幅度不大。儋州
市菜篮子配送中心有关负责人说，从
10月13日早上至下午4时，配送中
心共调出蔬菜10吨，目前库存有芹
菜等40多个蔬菜品种。全市3个配
送中心蔬菜库存量约24吨。

儋州滨海新区旅游产业园菜篮
子生鲜超市是全市22个平价菜销售
网点之一，记者在“儋州市人民政府
平价农副产品专营区”的货架上看
到，各类蔬菜标价为大白菜每斤 2
元、圆白菜每斤1.9元等，与日常价格
基本一致。

22个销售网点投放平价菜

海口中小学校、幼儿园
今日复课

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记者计思佳）海南
日报记者从海口市教育局获悉，今年第18号台风

“圆规”于10月13日在琼海市博鳌镇沿海登陆，
对海口市影响已经明显减弱。经请示海口市三防
办同意，海口全市中小学、幼儿园10月14日恢复
正常上课。

海口市教育局要求，请各校接此通知后立即
恢复学校正常秩序，做好复课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执行好风雨天气错峰上学放学制度，确保学校及
周边安全有序。

复课通知

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记者
黄敏）10月13日，今年第18号台风

“圆规”来势汹汹，并在琼海登陆。为
第一时间向观众传递台风最新消息，
当天上午9时许，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旗下海南日报新媒体、新海南客户
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启动《直播｜
防御台风“圆规”现场直击——海南
日报报业集团特别报道》，派出多路
记者奔赴防汛抗风重点区域，并联系
相关专家，现场报道我省各地各部门

防御台风最新动态，受到市民网友极
大关注。截至当晚20时，观看总量
超过241万人次。

直播中，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各
平台记者、编辑克服天气恶劣，坚守
工作岗位，提供前方“追风”现场、交
通枢纽，实时路况、抗汛抢险等一手
信息。此外记者实地探查台风期间
超市的蔬菜供应情况，为市民提供
一手的生活资讯。

本次台风直播联动效果显著。

截至13日20时，海南日报客户端、微
博、头条号、抖音、视频号等平台，以
及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
报融媒发布中心第三方抖音、快手、
视频号、微博、头条等全平台配合播
出长达12小时，各平台浏览总量超
241万次，其中海南日报视频号及抖
音号浏览量达46.8万，新浪官方微博
阅读量达12万次，观看人数超5万；
新海南客户端视频号浏览量达35.7
万人次，南海网视频号浏览量17.4万

人，直播间收到大量群众留言。
本次直播联动受到了包括新华网

客户端、环球网、南方+、极目新闻、南
昌新闻、天眼新闻、多彩贵州网、佛山
新闻在内的权威媒体的关注并转载直
播，其中截至13日18时40分，新华网
客户端约有48.4万人次观看。此次联
动直播，前方记者不畏困难，各方协
调顺畅，体现了海报人传播力、影响
力的提升，让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
体形象得到良好展示和传播。

三亚两男子违规下海
将被治安处罚

本报三亚10月13日电（记者李梦楠）10月
13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市天涯区相关部门获
悉，台风“圆规”给三亚带来强风雨天气，但仍有两
名男子冒险违规下海，将被治安处罚。

10月13日上午10时左右，三亚市天涯区指
挥中心在三亚湾沿线监控中发现有2人在台风
天私自下海游泳。发现下海人员后，执法人员与
派出所民警立即要求2人回岸。2人回岸后，涉
嫌违规下海的2名男子被带回友谊派出所接受
调查。

天涯区三防指挥部已于10月12日19时30
分启动防汛防风Ⅱ级应急响应。根据《治安管理
处罚法》第五十条有关规定，“拒不执行人民政府
在紧急状态情况下依法发布的决定、命令的等规
定，分别处于10天到7天不等的行政拘留处罚。”
三亚警方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依法严肃处理。

安全监管

环岛高铁、海口市郊列车
今天上午继续全线停运

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
员符转）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获
悉，因受台风“圆规”影响，继13日全天停运后，10
月14日上午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郊列车继续全
线停运，中午将根据气象条件逐步恢复开行。

铁路部门提示：海南环岛高铁运行方案因台
风天气影响情况动态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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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石油设置
51个油品保供绿色通道

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
员张慧慧 黄莉）10月13日，今年第18号台风“圆
规”在琼海市博鳌镇沿海登陆，最大风力达12
级。中国石化海南石油（以下简称海南石油）在全
省18个市县设置51个油品保供绿色通道，全力
为防风防汛工作提供油品保障服务。

海南石油高度重视台风防御工作，提前启动
防风防汛应急预案，增配防汛物资，全面进入防台
风备战状态。省内分公司、合资公司成立现场应
急指挥部，提前组织易受灾站点、低洼地区站点的
人员和物资撤离转移，统筹全省加油站油品资源
配置，在确保油站安全的前提下，全力保障各类油
品正常供应。

截至目前，海南石油各加油站、库油品库存充
足，可完全满足台风影响期间我省用油需要。

服务保障

海报集团派多路记者联动“追风”
全平台直播观看总量超200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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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致我省部分供电线路受损

海南电网投入
4000余人抢修复电

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
员朱玉 郭卫华）海南日报记者从南方电网海南电
网公司应急指挥中心获悉，受台风“圆规”及天文
大潮叠加影响，截至10月13日20时，海南全省
共有183条10千伏及以上线路跳闸，跳闸线路主
要集中在海口、琼海、文昌、万宁、儋州、屯昌等6
个市县，目前已恢复60条。

海南电网公司正积极组织所属各单位严防
山洪、内涝次生灾害，加强涉电公共安全防范，
科学安排勘灾、抢修复电工作，同时加强交通安
全防范，千方百计保障人身安全。据统计，海南
电网公司共组建应急队伍305支4043人，配备
292台发电机、46台应急电源车，有序开展抢修
复电工作。

“我们把保障电力供应作为保民生的重大政治
任务，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第一时间组织抢修
复电。”海南电网公司应急指挥中心负责人介绍。

电力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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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记者郭
萃 通讯员蔡璐）海南日报记者10月
13日从海口市菜篮子集团获悉，为确
保台风“圆规”登陆期间海口蔬菜市场
供应，该集团22种蔬菜库存2800余
吨，另有在途蔬菜约200吨。

受台风“圆规”影响，琼州海峡已
于10月12日上午7时全线停航。海
口市菜篮子集团在停航信息发布前
24小时，已开始启动应急预案，认真
研究部署防范台风期间的保供稳价
工作，主动联系省内外供应商加快调

运菜品，通过多项渠道齐发力稳投
放，积极发动全体工作人员前往调
运、分拣、投放、销售等一线支援，多
措并举打好防范“圆规”攻坚战。

目前，菜篮子蔬菜种植基地已全
力组织抢收基地待采蔬菜，并合理安
排播种，确保台风后蔬菜保质保量有
序供应。

针对可能出现的市民采购蔬菜
高峰，海口市菜篮子集团加大蔬菜配
送投放，增加分拣配送人员和补货车
次，提高网点二次、三次补货配送频

率，及时配送至各个末端网点，满足
台风期间市民对平价菜的需求，重点
保障22种基本调控蔬菜和“一元菜”
（土豆、南瓜、冬瓜）供应充足，带头稳
定市场价格，菜篮子旗下平价菜网点
重点供应销售的22种基本菜品零售
均价不高于3元／斤，让更多市民得
到实惠。经过持续补货，直营网点的
蔬菜销售量翻了一番。

该集团承担着海口市应急蔬菜
储备任务，10月12日，储备库有外地
大白菜、莲花白、胡萝卜、土豆、紫洋

葱等22种蔬菜，库存约2800多吨，另
有在途蔬菜约200吨。储备菜通过
菜篮子集团“直营门店+农贸摊位+
合作加盟+超市专柜+电商+食堂”等
业态平价菜销售体系分批投放销售，
确保平价菜供应充足。

此外，海口市菜篮子集团积极协
调海口市菜篮子江楠市场组织市场商
户加强蔬菜调运、改善品种结构，监管
批发菜价，确保市场基本蔬菜供应充
足、价格平稳。海口市菜篮子江楠市
场自10月10日9时开航，至10月12

日7时停航，共抢运蔬菜8000多吨，
蔬菜存量可确保14日开航前的蔬菜
供应。

海口市菜篮子集团温馨提示，台
风期间，菜篮子网点将在安全运营的
条件下持续为市民服务，持续保障供
应。为减少台风天出行的不便，请广
大市民理性消费，可按需购买2-3天
生活所需蔬菜量即可，避免浪费。市
民可通过椰城小菜侠（微信小程序）
或椰城市民云查看身边的菜篮子网
点前往选购平价菜。

平价菜足量供应
本报营根 10月 13日电 （记者

李梦瑶 通讯员陈欢欢）受今年第18
号台风“圆规”影响，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13日出现强风雨天气。为满足
广大市民的生活需求，海南中部菜篮
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及时启动保供
稳价应急响应，通过蔬菜生产抢收、
调运储备、增加保供渠道等多项举
措，确保台风期间该县菜价平稳、平
价菜足量供应。

10月13日一大早，海南中部菜
篮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蔬菜保鲜库
前，一辆辆满载蔬菜的大货车陆续
抵达，工作人员正手脚麻利地下货、
称重、记录，搬运至冷库存放。“我们
预计将从海口凤翔蔬菜批发市场等
地调运收储40吨平价菜，用于保障
琼中市场蔬菜供应。”海南中部菜篮
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盘
东斌介绍。

芹菜 3.5 元/斤、小白菜 3.8 元/
斤、上海青 3.3 元/斤……走进营根
集贸市场，一块醒目的平价蔬菜标
价公示牌映入眼帘，海南日报记者
注意到各摊位上蔬菜品种样多量
足。“除了个别不属于平价菜品种的
蔬菜外，菜价基本没有大浮动。”营
根集贸市场平价蔬菜专营区摊主王
小花表示。

据悉，海南中部菜篮子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联合琼中综合执法局工作人
员加大市场巡查力度，督促各农贸市
场摊主明码标价销售菜品，严厉打击
价格违法行为。

儋州 琼海

本报嘉积10月13日电（记者袁
宇）10月13日，台风“圆规”登陆琼海
博鳌。海南日报记者从琼海市商务局
获悉，台风期间该市蔬菜供应有保障，
市民正常生活秩序没有受到太大影
响。目前，琼海农业种植基地可生产
约200吨蔬菜，蔬菜储存量可保障供
应市场3天的需求量。

据介绍，截至10月12日，琼海市
城区共有平价蔬菜储备量23.5吨，并
于台风登陆前强化平价菜网点储备，
争取每个店达到3天的储备量，确保
平价菜供应。

记者了解到，台风“圆规”登陆前，
琼海每个菜篮子平价菜供应点日均投
放两吨左右，共 25 至 40 种时令蔬
菜。近段时间以来，该市菜篮子平价

菜供应点共投放近百吨蔬菜，有力保
障全市蔬菜供应。

琼海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保障蔬菜供应，该市在台风前从岛
外进货蔬菜18.5吨，并走访本地蔬菜
基地掌握本地蔬菜供应量，“目前仅琼
海农业种植基地就可生产约200吨蔬
菜，应急情况下可进行采摘。”

该负责人还表示，根据琼海市三
防指挥部的要求，该市已经启动市场
供应保障措施，市商务局与市供销社
通过积极协调，全力调配蔬菜供给，力
保蔬菜运输车第一时间通过轮渡抵
琼，保障市场供应。下一步市供销社
还将在各大农贸市场设立平价菜投放
点，让市民每天都可以买到便宜又放
心的平价菜。

蔬菜储存量满足3天市场需求

10月13日，在琼海潭门渔港，海
南日报新媒体现场直播台风“圆规”动
态。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交通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