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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慧 通讯员符晓虹）今年
第 16 号台风“浪卡”（强热带风暴级）中心已
于 13 日 19 时 20 分前后在琼海市博鳌镇沿海
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 10 级（25

米/秒），中心最低气压 988 百帕。
记者 10 月 13 日下午从省气象部门了解

到，省政府 10 月 13 日 17 时 00 分继续发布台
风二级预警。省气象局 10 月 13 日 17 时 00 分

继续发布暴雨三级预警。
受台风“浪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13

日夜间～14 日我省陆地和海面有强风雨天
气。预计未来 24 小时，文昌、琼海、万宁、定

安、屯昌、琼中、五指山、乐东、保亭、三亚和
陵水 11 个市县的大部分乡镇将出现 100 毫
米以上的强降水，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
防范工作。

台风“浪卡”昨在博鳌镇沿海登陆
我省11个市县大部分乡镇迎来强降水

海南海事启动Ⅱ级响应全力防
御台风“浪卡”

检查船舶235艘次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何志成 汪蓓）记者 10 月 13 日

从海南海事局获悉，台风“浪卡”的防御工作，自 13 日 10 时，
海南海事局升级至防御台风Ⅱ级响应，督促辖区 1600 余艘在
港商船落实防风措施。13 日凌晨 3 时起，琼州海峡客滚船已
全线停航防台避风。

海南海事坚持“四早”早准备、早检查、早安排、早落实，
有序推动辖区各项防台工作。13 日上午，海南海事局召开会
议对防台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密切跟踪台风动态，收集
气象预报资料，并通过甚高频广播、手机短信平台等渠道向
港航企业及船舶发布气象海况信息。同时，加强对客滚船、
旅游客船、渡船、危险品船、施工船、渡船等重点船舶的动态
监管和现场检查，主动排查防台安全隐患。海事部门还对琼
州海峡、危险品作业水域、洋浦港锚地、后水湾防台锚地的船
舶避风情况开展现场检查和电子巡航。

据统计，截至 13 日 15 时，海南辖区共有在港防台商船
1669 艘，海事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 155 人次、执法船艇 12 艘
次，现场检查船舶 235 艘次，累计播发安全信息 1420 条次。

据介绍，海南海事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 24 小时值班制
度，将严阵以待全力做好辖区海上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准备
工作。海事部门提醒民众，要密切关注台风“浪卡”的动态及
相关预警信息，做好各项防抗措施。台风期间，应避免水上
出 行 ，如 遇 到 水 上 险 情 ，请 及 时 拨 打 水 上 遇 险 求 救 电 话
12395。

海口市民游客中心制定应急保
障工作预案防范台风

各区局长轮值
处置紧急突发事件
本报讯（记者张星）为全力防御第 16 号台风“浪卡”对海

口市造成的影响，及时保障各项工作顺利进行，海口市民游
客中心统一部署协调，提前防范，并制定《防范台风应急保障
工作预案》（以下简称《预案》），要求海口各区局长在轮值当
天充分发挥总指挥长的作用，负责处理疑难办件，处置紧急
突发事件，协调其他部门办理重要接办事项。

《预案》提出，成立防范台风应急保障工作领导小组。由
海口市民游客中心、热线前台、游客中心物业、电信等部门联
勤联动，形成应急保障机制，协调合作，确保防风应急工作有
效开展。

在加强热线员现场管理方面，《预案》要求备班人员保持
24 小时通讯畅通，所有热线员听从指挥，配合热线调度。加
强轮班值守，做好应急处突。防风期间，轮值单位按照安排
正常轮值。要求海口各区局长在轮值当天充分发挥总指挥
长的作用，负责处理疑难办件，处置紧急突发事件，协调其他
部门办理重要接办事项。

指挥席运维值班人员提前调试好网络线路和单兵设备，
每日 8:00 至 22:00 现场值守，各单位电话值班二线技术人员
必须保持 24 小时通讯畅通，值班期间不得擅自离开海口，需
要赶到现场时应在 30 分钟内抵达，以确保热线前台工作系统
的稳定运行。

《预案》明确以海口市民游客中心二楼指挥大屏系统为
载体，重点对水库、堤防、水闸、码头等区域进行可视化预警
监测，并采集相关信息报送至责任单位，让责任单位加强巡
查、加密监测。

本报讯（记者李崇育 通讯员代龙超 云
耿）10 月 13 日，记者从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
队（筹备组）获悉，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
（筹备组）各级闻风而动，全警动员，迅速启
动防台风工作预案，召开视频调度会，全面
部署防台风等各项工作，突出防范在前，重
点抓好渔船回港避风工作，严阵以待全力以
赴迎战 16 号台风“浪卡”，全力确保海岸辖区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筹备组）各级

及时完善各类防风救灾预案，紧盯台风路线
和发展趋势，第一时间组织派出所对港内渔
船展开安全大检查，对辖区渔船民开展“地
毯式”防台风宣传动员，通知港内所有渔船
回港，渔船民及时上岸避风。同时，各支队
还第一时间会同辖区景区公司做好沿海景

区防风工作，全力以赴帮助景区把台风可能
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截至 10 月 13 日 12 时，省公安厅海岸警
察总队（筹备组）各级已出动警力近 900 人
次、车辆 160 余台次、船艇 30 余次，开展防台
风宣传 900 余次，会同相关部门共通知 26000
余艘船舶共计 36000 余渔船民回港上岸避
风，转移群众 1500 余人次。

本报讯（记者王慧）连日来，省自然资源
和规划系统及早部署，全力做好台风“浪卡”
期间地质灾害防范工作。

10 月 12 日 ，全 省 自 然 资 源 和 规 划 系
统 开 始 24 小 时 值 班 ；12 日 16 时 ，该 厅 发
布 万 宁 、陵 水 、琼 中 地 质 灾 害 气 象 风 险 四
级预警。

10 月 13 日，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紧急
下发通知要求，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隐患点、

重点区域地质灾害隐患拉网式排查巡查。
会同有关部门重点对全省 190 个地质灾害
隐患点，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内旅游景区景
点、在建工程、铁路及重要公路沿线、村镇
新建区，特别是山道沟口附近居民点、山地
丘陵高陡边坡周边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多
渠道及时向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测群防责
任人、监测人和危险区群众、施工人员发布
预警信息。

10 月 13 日上午，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派
出的 2 个地质灾害防治专家组分别抵达万
宁、五指山市，指导协助琼海、万宁、陵水、琼
中、五指山、保亭等重点市县做好地质灾害
防御工作。

截至记者发稿，全省自然资源和规划系
统共巡查地质灾害隐患点 170 余处，全省地
质灾害隐患点均无地质灾害发生，无人员转
移、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

严防台风引发地质灾害
全省自然资源和规划系统巡查隐患170余处

海南电网启动防风防汛
Ⅲ级响应做好防风工作

检查50403户
整改隐患6834处

本报讯（记者张星 通讯员朱玉 叶涛
陈子玮）海南电网公司于 12 日 13 时启动防
风防汛Ⅲ级响应，组织了 103 支 2570 人应
急队伍在全省各市县待命，配齐 292 台发
电机、44 台应急电源车等装备和应急物
资，全力做好防御台风“浪卡”工作。

“我们已经提前结合电力事故预判做
好电网运行方式安排，目前统调最高可供
电力 660 万千瓦，备用 21 万千瓦，500 千伏
联网线双回联网运行，全省电网安全稳定
运行。”海南电网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现
在已停止所有户外工程施工和高空作业，
全面开展树障、漂浮物、违章建筑、广告牌
等清理防范工作。同时加强隐患排查治
理，以及相应场所的防涝工作。

海南电网公司在台风来临前，还对重
要客户和人员密集公共场所，公共防洪排
涝设施用户、城中村（含棚户区）等，开展
用电检查工作。截至 13 日，共检查 50403
户，督促客户整改隐患 6834 处。

此外，该公司优化汛期 95598 服务热
线值班安排，加强 95598 座席和服务调度
的应急值班安排，确保 95598 热线畅通。
同时安排专人做好互联网统一服务平台
功能监控工作，进一步完善逐级预警管控
机制，快速响应客户诉求，为客户提供方
便快捷的用电服务。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周裕凯 梅思
程）记者 10 月 13 日从省消防救援总队获悉，
为充分做好抗击台风“浪卡”的各项准备，省
消防救援总队连续召开研判会和部署会，及
时调整台风应急救援预案，部署前置力量、
调集增援力量，确保应急情况时及时响应、
及时出动、及时处置。

10 月 12 日至 13 日，省消防救援总队连
续召开研判会和部署会，认真分析研判可能
的灾害影响，及时调整台风应急救援预案，
部署前置力量、调集增援力量，要求有关单
位提前做好防范应对工作，确保应急情况时
及时响应、及时出动、及时处置。

据了解，省消防总队作战指挥中心将加强
同防汛防风防旱总指挥部、气象、水利、交通、
民政、医疗等部门的联系，随时掌握灾情动态
信息，进行灾情研判，完善应急联动响应机制
和跨区域增援力量调度方案，确保快速响应，
全力应对抢险救灾各项工作。

此外，省消防总队还组织基层单位对执
勤车辆、器材装备进行全面维护保养；备足
雨衣、铁锨、救生衣、照明灯、机动泵等。

海口美兰机场启动黄色预警

取消航班70架次
本报讯（记者王慧 通讯员云蕾 熊东

益）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以下简称“美兰机
场”）于10月12日17：20启动防汛防风黄色
（三级）预警并做好各项防台风准备工作。

10 月 13 日，美兰机场计划进出港航班
400 架次，13 日截至 11：00，美兰机场共计
取消 70 架次航班，其中进港 38 架次，出港
32 架次。

航班安排方面，美兰机场已加强与航
空公司间联动，协助旅客进行机票退改签
手续办理；美兰机场全面排查应急物资、
医疗物资等情况并及时补充，并安排一次
性雨衣、餐食储备等物资确保到位。

美兰机场提醒各位旅客，出行前务必向
所承运的航空公司了解航班动态。此外，美
兰机场通过官方微博、官方网站等及时发布
最新航班动态，旅客可登录以上平台掌握航
班信息，如需了解机场航班动态，也可拨打
机场问询热线0898-65760114咨询。

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郊列车

昨起全线停运
本报讯（记者陈超超 通讯员符转）记

者 10 月 13 日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获悉，
因受台风“浪卡”影响，海南环岛高铁 10
月 13 日 10：04 海口东站始发 C7483 次，9：
30 三亚站始发 C7318 次后所有列车停运；
海口市郊列车 10 月 13 日 11：32 美兰站始
发 S8008 次，10：40 海口站始发 S8007 次后
所有列车停运。

铁路部门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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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宁全力做好防汛防风

2091艘渔船回港避风
本报讯（记者杨晓晖 孙新武）10 月 13 日，记者从万宁市

防汛防风防旱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万宁已明确各镇（区）、
各相关职能部门的防御台风“浪卡”督查提纲，逐项落实及反
馈，全力做好防汛防风工作。

截至 12 日下午，万宁全市 2091 艘渔船已全部回港避
风，已转移上岸 7017 人；其中 3 艘南沙处避风，另外还有 1
艘在广西回港途中，1 艘在广东湛江回港途中；同时，渔排
上的老人、妇女、小孩一律撤离渔排上岸，只留一名青壮年
劳动力看护。

据了解，万宁全市 400 多户有住房隐患及低洼地区的
2570 户 12045 名群众，已经全面排查登记和建立转移台账，
明确了责任人及转移地点，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万宁市有较大安全隐患的 36 处 5452 米漫水路（桥）已经
全部设置安全防护。对一般的隐患风险点也都已明确了防
护责任人，并制定了相应的值守制度和应急预案。

截至 13 日，万宁市已落实好 16 支 2855 人的抢险救灾队
伍，进行相应的应急救援准备和待命。涉海涉高等旅游项目
于 11 日起已处于停业状态。

东方落实落细防风防汛工作

执行24小时值守制
把损失降到最低

本报讯（记者董林 通讯员许雪梅 钟维）10 月 12 日下
午，全省防御热带风暴视频调度会在海口召开，东方市在市
三防指挥部设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实况，并及时部署防风防
汛各项工作。

会议要求，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班值守制度，落实专人值
班、领导带班要求，时刻保持信息畅通。东方市三防指挥部
随时抽查值班情况，确保人员在岗在位。要密切关注各大水
库库容情况，一方面要抢抓此次降水的有利时机，做好水库
蓄水工作，解决部分地区生产生活用水紧缺问题；另一方面
要重点关注库容接近 100%的水库，落实落细各项应急预案，
力争把台风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

海南消防调整应急救援预案，部署前置力量调集增援力量

确保快速响应抢险救灾

海南海岸警察全力以赴迎战台风“浪卡”

转移群众1500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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