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省新闻 2022年10月20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张苏民 主编：蔡佳倩 美编：陈海冰 检校：李彪 邝才热A09 综合

■■■■■ ■■■■■ ■■■■■

我省54个乡镇降雨量超过50毫米
今明两天海南岛东半部地区仍有大到暴雨

关注台风“纳沙”

本报海口10月19日讯（记者计
思佳 特约记者陈创淼 通讯员魏朝
煜）“师傅，车上几个人？这是给你们
准备的水和方便面”“师傅，前面的应
急服务点上有热水，你们需要可以去
打水”……10月18日17时许，在邻近
海口新海港的金沙湾一路上，秀英区
西秀镇志愿者王发基和孔庆文正顶着
冰冷的风雨，挨个敲开大货车的车门，
为司机派发矿泉水和方便面。

待渡司机唐清华的车门打开，从王
发基手中接过物资后，唐清华又赶紧从

车里拿出一袋琼中脐橙塞到志愿者怀
里。“冒着这么大风雨给我们送物资，辛
苦你们了。这是我们自家种的脐橙，很
甜，你们尝尝！”唐清华说，他准备把脐
橙运往广东惠州，没想到碰到台风停
航，“听说要等到21日才通航，这3天都
要吃睡在车上了。幸好有政府和志愿
者帮助，在港口附近设了不少移动厕
所、垃圾桶和移动核酸采样点，为我们
的生活提供了很多便利。”

受台风“纳沙”影响，琼州海峡客
滚轮于 10月 18 日凌晨 3时全线停

运。考虑到此次停航时间预计超过
60小时，海口市秀英区第一时间在新
海港、秀英港、新港片区设立应急服务
点，组织由综合执法、环卫、网格员和
志愿者组成的综合服务保障队伍，为
待渡的车辆旅客提供服务保障。

“待渡车辆旅客在哪，我们的服
务保障就送到哪。”秀英区政府相关
负责人介绍，综合服务保障队伍实行
24小时值班，分3个班次，全天候为
待渡的车辆旅客提供服务保障，直到
恢复通航。

海口在三大港口附近设立应急服务点

风急天冷 服务暖心

本报海口10月19日讯（记者孙
慧）10月19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防
汛防风防旱总指挥部获悉，受“纳沙”
和冷空气共同影响，10月18日9时至
10 月 19 日 9 时，全省有 54 个乡镇
（区）降雨量超过50毫米，琼海、文昌
和琼中3个市县共4个乡镇降雨量超
过 100 毫米，最大为琼海市塔洋镇
187.7毫米。

截至10月19日8时，全省主要江

河底水水位总体在低水位，距警戒水
位0.36米至10.42米。主要江河出现
1.5米以内涨水过程，中小河流出现
0.5米至1.4米涨水过程。全省水库蓄
水量 58.08 亿立方米，占正常库容
68.8%，较昨日8时增蓄0.09亿立方
米。大型水库蓄水量 40.53 亿立方
米，占正常库容66.9%。中型水库蓄
水量 11.16 亿立方米，占正常库容
73.4%。小型水库蓄水量6.39亿立方

米，占正常库容74.3%。
截至10月 19日 8时，我省共有

100宗中小型水库正常溢流，较18日
增加25宗。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提
示，水库蓄水占比较高的市县，需加强
水库调度，确保安全度汛。牛路岭、红
岭等大型水库应统筹做好防洪和蓄水
保水工作。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存在安
全隐患的水利工程的巡查工作，重点
关注本岛东部预测有大暴雨的区域，

做好中小河流防洪工作。
省气象局10月 19日 17时继续

发布台风三级预警：今年第20号台风
“纳沙”（热带风暴级），19日16时，其
中心位于北纬17.0度、东经109.9度，
也就是距离三沙市永兴岛偏西方向约
26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
力 9级（23米／秒），七级风圈半径
150至350公里。

省气象台预计，“纳沙”将以每小

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
动，强度逐渐减弱，19日夜间经过海
南岛南部海面，20日将在北部湾南部
海面减弱消散。

受“纳沙”和冷空气共同影响，20
日白天，南海中部海域、海南岛四周
和北部湾海面有较强风雨天气；20
日～21日，海南岛东半部地区有大
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余地区有小
到中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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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10月 19日讯 （记者
孙慧）10月 19日上午，全省防御第
20号台风“纳沙”视频调度会在省应
急管理厅召开，会议要求各市县、各
部门要筑牢思想防线，继续克服麻
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根据台风变化
情况和各地实际情况及时调整防汛

防风响应级别和防御措施，确保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要求，各市县、各部门要继
续执行领导在岗带班和 24 小时值
班值守制度，继续保持应急状态，随
时做好应急处突准备，确保突发险
情灾情第一时间报告、第一时间处

置。各市县、各相关部门要及时联
合会商预判，加强沟通联系，根据台
风变化情况和各地实际情况，及时
调度资源调整应对措施，继续做好
防汛防风工作。

会议强调，要特别关注此次台
风带来的次生灾害，强化地质灾害

隐患点、山洪灾害易发区、低洼易涝
点、漫水桥（路）、景观树木、电线杆
等危险区域安全管控和人员转移；
对降水量较大市县的水库、山塘要
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巡查；继续做好
回港避风渔船安全管理，严禁出现
渔船“赶风尾”现象；应急响应终止

后，各市县根据实际情况精准研判，
科学指导各渔港渔船出海作业；省
防总要根据风情雨情及时调整响应
等级，做好这次台风防御工作总结；
其他相关部门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
指导尽快恢复生产工作。

副省长刘平治参加会议并讲话。

全省防御“纳沙”视频调度会要求

筑牢思想防线 继续做好防汛防风工作

开展隐患排查，480人待命

三亚确保电网安全运行
本报三亚10月19日电（记者徐慧玲）10月

19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供电局应急办了解
到，为应对今年第20号台风“纳沙”的影响，该局
已启动防汛防风Ⅲ级应急响应，对电网、重要客户
开展隐患排查，并实施全员在岗值班模式，20支
抢修队伍共计480人处于待命状态。

三亚供电局结合历次台风受损情况分析，加
强与各级政府、三防办及重点单位建立全天候应
急联络机制，建立“一户一策”电力保障服务机制，
主动对重点区域、重点客户及低洼易涝小区的电
力设施开展巡视监测及用电安全专项检查，并发
送台风安全用电短信提醒。同时要求各辖区供电
所值班电话保持24小时畅通，确保客户诉求及时
响应，第一时间做好用电问题的应急服务，力争将
台风天气对三亚全市供电的影响降到最低。

开展巡查，消除安全隐患

琼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本报嘉积10月19日电（记者陈子仪 通讯

员邓玉婷）10月19日上午，在琼海市南塘水库，
九曲江河系水电工程管理处工作人员正在对水库
大坝、溢洪道启闭机房等重点部位进行安全巡查，
并对溢洪道启闭机进行调试，确保设备设施安全
运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琼海市九曲江河系水电工程管理处管理琼海南
塘、官墓、中平仔三座中型水库。截至19日8时，各水
库运行整体平稳。

据了解，连日来，为切实做好防御台风“纳沙”
各项工作，琼海市水务部门派出工作组分赴各镇
对中小型水库的大坝、溢洪道、输水涵管运行情况
及防汛值班、防汛物资储备等情况进行检查，并与
各水库管理单位建立联防机制，保证政令畅通和
信息互通，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今日14时起海南环岛高铁
将逐步恢复开行

本报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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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14时
起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郊列车将逐步恢复开行。

铁路部门提示：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郊列车
运行方案因台风天气影响实行动态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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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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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埠岛碧桂园中央半岛区域是海口现
在开发最为火热的地区之一，现有小区17
个，居住人口2万余人，近几年每年新交付房
屋约3000套，新增入住居民约5000人。片
区还有2个数万平方米的商圈，碧海银滩公
园等大小公园10余处，人口流动性大，给基
层社会治理带来了较大的挑战。

开发力度这么大，发展这么快，入住
人员这么多，怎么把治安管好，把秩序维
护好，这是摆在新埠海岸派出所面前的一

道难题。面对难题的时候，该所也看到所
有小区由一个企业单独开发，区域较为集
中，进出道路比较明晰的优势，经过充分
调研，初步确定了连片管理，统一建设，提
高标准，确保平安的思路，同时得到了海
口市美兰区委政法委、辖区街道、建设单
位、物业管理企业和当地居民的大力支
持。至此，一个涵括1.5平方公里地域、数
十个小区和数万居民的智慧安防社区建
设拉开了帷幕。

“中央半岛警务室建设在区域的中心壹
湾汇商圈楼下，紧邻滨海九小新埠学校和华
侨中学新埠学校，辐射周边小区。”警务室负
责民警苏鸿亚说，“建设智慧安防社区的初
衷就是，让居民在小区安全，出了小区依然
安全，休闲娱乐、亲子陪伴、锻炼养身，没有
任何拘束和担忧，让居民实实在在感受到一
个平安大社区带来的幸福！”

“这边海滩、公园风景很好，我们习惯茶
余饭后走走，周末节假日也会约三五好友在

海滩聚会，现在听说监控全部接入了警务
室，平时也经常看到民警和巡逻队员，我们
觉得安全感满满”家住滨海国际小区的业主
林明宝如是说。

“在社区内设立警务室，业主会有一
种警务室就在家楼下的感觉，他们住得安
心，社区也更加稳定”碧桂园中央半岛海
南之心小区物业经理杨涛表示，小区物业
将竭尽所能，与警方、业主一同建设和谐
社区。

从小区到社区 线上和线下同步

海口新埠街道打造智慧安防社区

在中央半岛警务室，笔者
看到12块屏幕组成的大屏上
实时显示着各地的监控画面，
值班台两名工作人员正在进行
视频巡查和图像分析。

苏鸿亚介绍，警务室由民
警、辅警、网格员、小区保安等
共同值守，接入了道路监控，岸
线监控以及小区、商业的监控，
实现了区域全覆盖，通过24小
时值守，智能分析，可及时发现
问题隐患，快速反应打击违法
犯罪，常态开展安全防范等，

“对社区管理来说，升级不止一
点点。”

在苏鸿亚看来，警务室就
是社区安防的大脑和中枢，通
过视频监控和对讲机，在警务
室即可对巡逻队员、小区保安
等进行实时监督和统一指挥，
形成一盘棋，有效提升社区的
整体管理水平。

在此基础上，新埠海岸派
出所在辖区企业和广大群众的
大力支持下，组建了“新安义
警”。“新安义警”即新埠安全义
务警员的简称。目前已有380
名队员，都是新埠岛的居民或
企事业单位的员工，他们来自
各行各业，有教师、保安员、环
卫工人、渔民，根据各自的特长
加入“新安义警”不同的分队，
协助警方开展工作。

据新埠海岸派出所负责人
谭德松介绍，“新安义警”遍布
各行各业各村各点，充分激活
每一个社会治理细胞，扫清辖
区治安盲点。队伍建立以来，
共计提供案情线索38条，协助
侦破治安案事件25起，组织开
展治安巡逻防范、扶危访困帮
扶等义警活动22次。

“智慧安防系统发现警情

后，我们会调派‘义警’队员前
往处置；片区内出现紧急事件，
我们也可以做到紧急支援。”谭
德松表示，“新安义警”下辖6
支“新安巡防队”，共有4个执
勤点，日常在派出所民警的带
领下，可以参与整个新埠片区
群防群治工作。

据碧桂园滨海国际项目
负责人王安辉介绍，目前已
有59名碧桂园员工加入“新
安义警”，接下来将继续号召
员工加入，同时完善中央半
岛社区的监控系统，覆盖更
多监控死角。

“最近这3年里，我发现小
区有了很大的变化。平时出
来散步或者加班晚归，经常看
到‘义警’队员在小区周围巡
逻，这让我感到安全感十足，
也因此报名成了一名‘新安义
警’。”业主林明宝表示，现在
中央半岛打造智慧安防社区，
作为业主的安全感也会越来
越高。

符勇纲是碧桂园中央半
岛海南之心小区的保安队长，
也是“新安巡防”的队长。他
表示，以前巡逻只限于小区
内，加入“新安巡防”后，更有
底气和义务坚决制止乱停车、
乱扔垃圾、随地大小便等不文
明行为或违法行为，“队伍逐
渐扩大，一些业主和周边村庄
的村民也积极加入到我们队
伍当中”。

据谭德松介绍，像林明宝
这样积极参与基层治理的热心
业主，整个中央半岛社区一共
有40余名，目前还在不断发动
更多人参与，打造智慧安防社
区，归根到底还是要依靠群众
的力量。

从小区到社区 安防范围升级让群众安全感共同升级

从线上到线下
科技和人防结合让安防基础更加扎实

10月16日，新埠海岸派出所中央半岛警务室正式启用，也标志着中央半岛智慧安防社区建设取得阶段性成就。至
此，整个社区各类摄像头全部接入社区警务室，实现全时段巡查、分析、指挥和防范；民警、辅警、网格员、巡防队员、义警一
道，撑起整个社区的安全防护伞；日常走访、治安防范、打击犯罪、化解矛盾、维护秩序、服务群众，社区基层治理警务室一站
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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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巡防”在新埠岛日常巡逻。

民警带领“新安巡防”队员出发巡逻。智慧安防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