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定安公路分局

清理路边倒树
保障路面畅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舒耀剑）10

月 13日，台风“圆规”来袭，定安县遭

到暴雨强风的肆虐，国省道干线公路

积水、漫水、倒树频发，严重影响公路

的快捷通行，定安公路分局立即启动

应急预案，路产、养护人员奔赴险情现

场，战台风、保畅通。

该分局严格值守，保持通讯畅通。

局领导班子成员、沿线道班及路产人员

保持手机畅通，待命出击，同时压实责

任，逢险必到。13日15时，正是狂风暴

雨的高峰，11级以上大风造成定安县

境内国省道断断续续倒树，定安公路分

局路产、养护人员快速到达、快速处

置。同时安排路产、养护人员专人在道

路易淹没路段值守，引导车辆、行人慢

行或绕行通过，直至被淹没路段可以安

全通过。

据了解，10月 13日当天，定安公

路分局投入人员155人、抢险车辆30

台次、油锯11台，处置倒树610棵，有

效保障了路面正常通行。

定安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张星）“我们

是上午10点转移过来，在这里我们很

放心，看到你们觉得很安全。”10月13

日16时许，海南国际会展中心7号馆

临时安置点内，来自海口市秀英区长

流镇工地工人王超民对正在现场巡逻

的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五源河派出

所民警郝俊辉说。

五源河公寓项目劳务安全员杨健

生与工地40多名工友是当天早上转

移到这里的。他说，还是第一次碰到

这么大的台风天，看上去有些兴奋。

外面风雨大作，他却不紧张，周围的工

友们有的打牌、有的聊天。“时不时有

民警过来巡逻，还叮嘱我们可以打牌

娱乐，但是千万不要赌博。”杨健生说。

据了解，为了保障工地工人生命

财产安全，从当天8时起，秀英区政府

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已经从西秀镇、长

流镇各工地陆续转移工人到该临时安

置点，截至当天17时，已有1100多名

工人在这避险。

“转移过来的人数多，我们民警不间

断开展现场巡逻，主要是配合临时安置

点疏导及安全管理工作。”五源河派出所

所长乔晋军告诉记者，“圆规”来袭之际，

担负维护五源河辖区安全的派出所民警

较往常更为忙碌，特别是在这临时安置

点巡防工作，也成了他们的工作重点。

“请提前把健康码打开，口罩也戴

好了。”15时许，乔晋军拿着喇叭在临时

安置点入口喊话，现场执勤民警配合相

关部门工作人员逐人进行测温、排查健

康码，随后由专人引导进入安置点，现场

井然有序。临时安置点内，矿泉水、纸

巾、消毒水等物资以及常用药一应俱全。

海口五源河派出所民警守护临时安置点

保障1100多名避险工人安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孙新武 杨
晓晖 通讯员胡开元）受“圆规”和冷

空气共同影响，万宁连降暴雨，降雨

量达 100毫米，暴雨导致城区和镇

（区）多处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险情，

部分群众被困，道路两旁树木折

断。接到险情命令后，万宁市13个

乡镇（区）人武部迅速抽派应急力

量，组织百余名基层干部民兵紧急

赶赴多处受灾现场。到达现场后，

民兵骨干顶风冒雨，闻“汛”而动，及

时做好渔船、渔排人员转移，低洼点

群众安置，海岸、水库巡查，道路树

木清理等工作。

记者在现场看到，哪里有险情、

哪里险情最重，人武部民兵应急力量

就战斗在哪里。基层干部民兵一边将

群众转移到安全地方，一边拉警戒线

阻止群众进入危险地带。同时，重点

对各镇区范围内的水库、河道、地质灾

害隐患点、危旧房屋、在建工程、低洼

地带等进行地毯式排查，协助镇村做

好农业设施加固、积极走村入户，告知

村民台风最新情况和防范须知。

台风肆虐，基层干部民兵不怕

苦不怕累，分组指派民兵进行河道

疏通，对桥梁排水设施因泥沙、灌

木、海藻、树叶等导致的淤堵情况进

行清挖疏通，保证设施正常运行。

狂风导致不少公路两旁树木被吹

倒，基层干部民兵得知后立即对倒

塌树木进行清理搬运，清除路面障

碍物，并实时发布路况信息，保障群

众安全出行。

百余名基层干部民兵奋战防风防汛一线

顶风冒雨 闻“汛”而动

万宁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郭彦 杨晓
晖）10 月 13 日，受台风“圆规 ”影

响，琼海市区及各乡镇出现大树横

倒路面等情况。琼海市公安局交通

管理大队交警加强路面巡控，及时

清理路障，确保道路交通安全顺畅。

当天，琼海市区及部分乡镇存在

山体滑坡、路面积水、路面损坏、树木

倒塌等交通安全风险。目前，琼海交

警正在加强路面巡控，及时清理路障，

指挥疏导交通。

琼海交警提醒，为了确保安全，

台风天气尽量避免非必要的交通出

行，出行时请按照导航APP推荐的

路线行驶，缓解交通疏导压力，避免

造成交通拥堵及交通事故。

市区及部分乡镇山体滑坡、路面积水、树木倒地

交警巡控路面清理路障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陈超超 通
讯员符晓虹 吴春娃 翁小芳）据省气

象台消息，今年第 18 号台风“圆规”

的中心已于 13 日 15 时 40 分在琼海

市博鳌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

最大风力 12 级（33 米/秒），中心最低

气压为 970 百帕。登陆后先后穿过

万宁、陵水、琼中、保亭、五指山、乐

东、昌江和东方等市县，于 13 日下半

夜移入北部湾，然后趋向越南北部。

受“圆规”和冷空气共同影响，14 日

白天，我省海域和陆地将出现强风雨

天气。

省气象局10月 13日 22时 30分将

台风二级预警降为台风三级预警，今年

第18号台风“圆规”（强热带风暴级）已

于22时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中心位于北

纬18.8度，东经108.8度，也就是在东方

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23米/

秒）。

据预计，“圆规”将以每小时 20公

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即将移

入北部湾，强度继续减弱，14日下午到

夜间将登陆越南北部沿海地区。受“圆

规”和冷空气共同影响，13日下半夜到

14日白天，我省海域和陆地仍将出现大

风天气。

省气象局10月 13日 23时 10分解

除暴雨四级预警，由于降水强度减弱，

从现在起解除昌江、白沙、东方、乐东、

五指山、保亭、三亚 7个市县的暴雨四

级预警。

台风“圆规”昨在琼海博鳌镇沿海登陆

今天白天我省有强风雨
台风二级预警昨晚降为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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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条公交线路昨停运

今天恢复运行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连蒙）因受台

风“圆规”影响，海口公交公司10月13

日发布消息称，61条公交线路停运，14

日恢复运行。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郭彦 杨晓
晖 通讯员王立夫）10月13日，今年

第18号台风“圆规”登陆，受其影响，

琼海市内多处树木被大风吹倒，琼

海市消防救援支队第一时间出动救

援力量为群众排除障碍，疏通公路。

上午8时许，琼海市嘉积镇往博

鳌镇方向桥头村附近一棵约8米的

大树被大风刮倒在公路上，并压住

一辆摩托车，导致道路堵塞车辆无

法正常通行，琼海市消防救援支队

立即出动一辆消防车、6名指战员赶

赴现场处置。到达现场后，现场救

援人员顶着狂风骤雨利用机动链锯

将大树锯断，搬离至路边，并协助摩

托车主将车推移到安全位置。

9时 51分，琼海市消防救援支

队再次接到报警：琼海市嘉积镇爱

华东路海燕宾馆附近一棵高约4米

的树木被大风刮倒，并压住一辆私

家车，致使车辆无法正常出行。琼

海市消防支队派出一辆消防车、6名

指战员再次赶赴现场。到达现场

后，消防人员使用牵引绳对树木进

行牵引，然后再由4名指战员利用机

动链锯将其锯断，协助车主将车辆

驶离现场，并将刮倒的树木搬离至

路旁，防止堵塞交通。

“圆规”撒欢 树木遭殃
琼海消防及时排除障碍疏通公路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董林 通讯员
陈萌）10月13日，台风“圆规”来袭，东

方市出现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道路

积水，多处路段车辆抛锚，行人受阻。

东方公安交警第一时间启动恶劣天气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应急处置预案，调

集全部警力进行交通应急管控，全力

做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排查隐

患、处置险情、指挥交通，救援被困车

辆和群众，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

通。

工作中，东方交警依托“路长制”

工作机制，根据东方公安局指挥中心

的视频巡控信息，对全市重点路段、地

势低洼地区进行重点管控，并联合东

方市园林局对倒塌树木及时清理，全

力消除道路隐患，确保路面秩序不失

管、不失控。同时，路管员加大巡逻管

控，针对辖区路面积水情况，及时进行

临时封闭交通管制，引导过往车辆绕

行并劝返，采取警车引导、鸣笛警示等

措施对驾驶人员进行不间断的安全提

示，提醒驾驶员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

距。

东方交警顶风冒雨疏导交通

救援被困车辆和群众

海口消防成立抗洪抢险专
业救援队

有效应对
各种灾害事故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连蒙 通讯

员 王鹏羽）10 月 13 日，海口市消防

救援支队结合以往台风灾害处置经

验，成立一支 15车 70 人的抗洪抢险

专业救援队，设立水下救援、城市排

涝救助、清障排险及后勤保障等专业

力量。

同时成立 50人的跨区域增援力

量，随时做好跨区域增援准备，并对

消防车辆、冲锋舟、橡皮艇、机动链

锯、无齿锯、手抬机动泵等器材装备

逐一进行测试和维修保养，确保完整

好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杨晓晖）10
月 13 日，为应对今年第 18 号台风

“圆规”，万宁实行党员联系群众、干

部联系党员制度，安排7000多名党

员联系10万多户群众，确保每个渔

民户、每个危房户、洼地住户都有一

名党员结对帮扶。

“万城镇瓦房转移28人，低洼地

转移153人。”“和乐镇瓦房转移476

人，低洼地转移148人……”10月13

日，“万宁新闻共享”微信群里的信息

不断更新，各乡镇工作人员在群里对

台风“圆规”人员转移情况进行汇总。

在北大镇，北大镇党委书记符

阳阳组织派出所、镇政府的党员干

部约40人赶赴东兴居水声村（现槟

榔城规划区）转移受“圆规”威胁的

群众。其中庞运清、李殿雄等两户

村民在原住址拆迁后不愿搬离，仍

居住在危房当中。符阳阳耐心劝

说，成功将庞运清、李殿雄等两户村

民转移，确保人身安全。

据统计，截至10月13日11时，

万宁市已转移16944人，其中，瓦房

转移 3169人、低洼地转移705人、

地质灾害点转移50人、渔船渔排转

移5887人、工地工棚转移7070人、

其他63人。

7000多名党员结对帮扶10万多户群众

及时转移16944人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连蒙）台

风“圆规”致多处树木倾倒，万宁市

消防救援大队共完成 18起路障清

理。

受台风“圆规”影响，万宁市多

处树木倾倒阻碍道路通行。万宁市

消防救援大队派出山根、龙滚前置

力量进行排查抢险工作，使用切割

锯对倒塌树干进行分割，并及时清

理路面上繁杂的落叶枝条,为人行

道路提供方便。目前，万宁消防共

完成18起路障清理。

万宁消防排查抢险

清理路障18起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21）琼 0105 民初 4902 号

陈朋：
本院受理原告海南巢之钢材

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陈朋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2021年 12月 29日上

午 9:00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特此公告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三日

中小学校幼儿园
今日复课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陈超超）海

口市教育局 10 月 13 日晚发布复课

消息，台风“圆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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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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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接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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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连蒙）10月

13日17时4分，海口市美兰区大英路

69号嘉茂大厦一房间防盗网遮阳铁片

即将脱落，存在安全隐患，海口美兰区

消防救援大队白龙消防站成功排除隐

患。

当天 17时 16 分，白龙消防站出

动1辆多功能抢险救援消防车，5名指

战员赶赴现场。该房间内的防盗网遮

阳铁片即将脱落，指挥员立即命令指

战员做好个人防护，利用安全绳将铁

片固定住，同时做好现场警戒，随后利

用撬棍将其取下。17时55分，现场处

置完毕后，消防站汇报指挥中心后撤

回。

高楼上遮阳铁片即将脱落
海口美兰消防成功处置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连蒙 通讯
员潘伟）10月 13日 14时 20分许，海

口市龙华区龙昆南路中国城·星悦居

内有一工人坠楼受伤被困。海口市龙

华区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后立即出

动1辆消防车、5名指战员第一时间赶

到现场，顺利救出被困伤者。

现场是中国城·星悦居正在装修

施工的3号铺面1楼，一名约40岁的男

性施工工人在处理被风刮坏的卷帘门

时不慎踏空，从1楼铺面通往地下室的

预留楼梯口处跌落，导致该名工人左

腿、腰部受伤，不能动弹。事故发生后，

在场的其他工人第一时间拨打120。

因该地下室层高约4米，且尚未建设楼

梯，工人和医生们无法把伤者从地下室

抬出，随即拨打119向消防部门求助。

消防员赶到现场后，在预留的楼

梯口处架设深井救援三脚架，同时派

出2名消防员用长梯下到地下室，待

医生初步处理好伤者伤势后，将伤者

抬上担架，利用深井救援三脚架上的

滑轮将担架上的伤者吊升至地面。整

个救援过程约25分钟。伤者随即被

抬上120送往医院救治。

消防员帮助商铺把损坏的卷帘门

卷起来，绑好固定，同时叮嘱商铺负责

人做好防风及施工现场的安全工作，

预留的楼梯口处及时用木板等遮盖，

防止事故再次发生。

工人跌落4米地下室受伤
海口消防架设深井三脚架25分钟救出

海口

琼海

消防救援人员将被困工人救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