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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符吉茂 ）今年第 18 号台风“圆
规”于10月 13日正面登陆我省。根据应急管理要
求，13 日早上 7 时 30 分许，三亚 3 个应急安置点
（市技师学院、海南中学三亚学校、市救助站）有序
开放，危险地区人员陆续被安置到各个应急安置
点。同时，各区也同步转移危险地区人员，妥善安
置被转移群众。截至记者发稿时，三亚已安全转移
人员 10166 名，并为安置人员发放草席、被子、牛
奶、面包等应急救援物资。

测体温、查验健康码、登记身份信息……13日
上午10时许，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转移人员有序
进入三亚最大的应急安置点——三亚市技师学
院。据介绍，市技师学院应急安置点可容纳 5000
多人，13日被安置人员主要为项目工地工人。

记者在现场看到，市技师学院体育馆内干净整
洁，通风良好。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在现场指导
督促相关工作的落实情况，要求妥善安置好被转移
人员，及时发放应急物资。工人们有的在给家人报
平安，有的在刷抖音、看朋友圈，有的玩起了斗地
主。“这里很安全，毫无恐惧感。”来自湖北的工人
冯方长笑着对记者说。工人们表示，有政府的妥善
安排，他们将会安心放心地住下，待台风过后迅速
复工复产。

11 时 30 分许，市应急管理局调运第一批应急
救援物资抵达市技师学院。工人们有序排队领取
物资。领到应急救援物资的人员表示，吃的喝的睡
的物资都有，感谢三亚市委、市政府，感谢党对人民
的爱护。

值得一提的是，在发放物资时，由于工作人员
人手不够，工人郝人平、樊运海、王秀军等自发组织
加入物资分发队伍。“助人为乐是中华传统美德，在
这种应急情况下，大家都应该互帮互助。”樊运海对
记者说，跟工地上的活比起来，分发物资只是举手
之劳。

市应急管理局相关人员表示，应急管理部门密
切关注地质灾害易发区，加大对低洼地区、在建工
地、漫水桥等地的巡查，做好人员安全转移和抢险
物资储备，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御措施，最大限度
减少灾害损失。同时，积极引导群众加强台风防御
工作准备，切实提高全社会防风意识和群众自救能
力，坚决筑牢安全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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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庆山）受台风
“圆规”影响，10月 13日 0时开始，
三亚市所有省际、跨市县及市内的
班线停班，18 条公交线路暂停营
运，部分运营班次有调整。因受今
年第 18 号台风“圆规”影响，按照
市三防指挥部对此次防风工作指
示要求，结合三亚公交线路运营实
际情况，自10月 13日 0时开始，三
亚所有省际、跨市县及市内的班线
停班。同时，市交通局发布部分公
交线路暂停营运及调整营运班次
的信息。

10 月 13 日 0 时起，城际 1 号、
城际 2号、城际 3号、双层巴士、13
路、14 路、30 路、47 路、48 路、55
路、59 路、60 路、天涯 1 号、天涯 2
号、天涯3号、天涯4号、天涯5号、
D10等 18条公交线路暂停营运，恢
复运营具体时间另行通知；三亚高

速路段行驶线路 28 路、33 路、34
路、35 路、58 路等 5条线路调整为
国道路线行驶；保留部分公交线路
1 路、2 路、3 路、4 路、6 路、7 路、8
路、9路、10路、11路、12路、15路、
16 路、17 路、18 路、19 路、20 路、
21路、22路、23路、24路、25路、26
路、27 路、29 路、32 路、36 路、37
路、39 路、40 路、41 路、42 路、45
路、49 路、50 路、51 路、52 路、53
路、54路、57路、微1路、微2路、微
4路、微 5路、微 6路、崖州 1号、崖
州2号、崖州3号、崖州4号、崖州5
号、崖州6号、崖州7号、崖州8号、
崖州9号、崖州11号、海棠1号、海
棠2号、海棠4号、海棠5号、海棠6
号、海棠 7 号、海棠 8 号等共计 62
条。

原计划日发班596个运力调整
为368个运力，减少发班运力228个。

三亚昨日暂停客运班线
和18条公交线路

本报讯（记 者 刘 盈 盈）10 月
13 日上午，崖州区农业农村局、区
三防办、三亚崖州港湾投资有限公
司（简称港湾公司）联合组织崖州
中心渔港889艘渔船、1461名渔民
回港避风。

“昨晚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就通
知渔民准备回港了，同时不间断用广
播宣传登岸避风。渔民上岸后，我们
启用了港湾公司交易中心二楼临时
避难场所，目前有95人在该场所安
置。”港湾公司安全经理姜一介绍。

崖州中心渔港：

889艘渔船1461名渔民回港

本报讯（记者 赵庆山）记者从
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获悉，因受台
风“圆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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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台风“圆规”影响

今日上午海南环岛高铁
继续全线停运

本报讯（记 者 刘 琪 成 通 讯
员 李宗洪）10 月 13 日，记者从三
亚市消防救援支队获悉，接海南
省消防救援总队增援命令，当日
上午 9 时 30 分，三亚市消防救援
支队共 13 辆消防车、70 余名指战

员，携带 10 艘舟艇、4 台大功率机
动泵以及抢险、潜水、破拆等 800
余件水域救援装备前往陵水黎安
镇、新村镇等区域备勤，帮助陵水
做好今年第 18号台风“圆规”防御
工作。

三亚消防救援支队增援陵水
被安置人员排队领取应急物资。本报记者 符吉茂 摄

在技师学院安置点，工人们食宿用品齐全，安心居住。
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三亚市消防救援支队进入备战状态。

受台风“圆规”影响，三亚“五停一关”，学校停课、航班取消、高铁公交停运、工地停工，启动防汛防风 II 级应急
响应。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好船只海上防风避险、加强旅游与交通安全管理、做好水库安全度汛工作……“圆规”登

陆前后，三亚全面落实防御措施，组织气象、应急、水务、资规、旅文、交通、住建等部门，部署落实台风防御和应急准备工
作，多措并举防御台风，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截至 13 日 18 时，未接到灾情险情报告，全市河流、水库运行平稳，生产生活秩序正常。

三亚高度重视第 18号台风“圆规”
防御工作，在防御第 17号台风后期，就
组织气象、应急、水务、资规、旅文、交
通、住建等部门进行会商研判，针对 5
日以来连续降雨和国庆黄金周前后人
流、车流密集，外地游客开始增多等特
点进行重点部署，确保市民游客安全。

10 月 11 日三亚印发了《关于做好
第 18 号 台 风“ 圆 规 ”防 御 工 作 的 通
知》，部署全市防御工作，要求相关单
位和部门做好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准
备、海上防风避险、旅游安全管理、道
路交通安全、城市排涝、山洪和地质灾
害防御、建筑工程管理、电力供应和通
信保障等工作，统筹水库安全和蓄水
保水，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10 月
12日，省视频会议结束后，三亚召开全
市防御第 18号台风“圆规”工作部署会
议，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全省视频会议
精神，分析研判台风路径、走向、影响
等基本情况，进一步安排部署防汛防
风工作。要求各区、各单位盯紧盯牢

重点领域，引导海上作业渔船渔民回
港避风，密切关注地质灾害易发区，加
大对低洼地区、在建工地、漫水桥等地
的巡查，做好人员安全转移和抢险物
资储备，积极引导群众加强台风防御
工作准备，提高全社会防风意识和群
众自救能力。13日上午，省委常委、市
委书记周红波带队前往港口码头检查
商船、游艇、三无渔船等各类船只防风
措施、人员转移上岸情况，同时检查转
移安置点及基本生活物资保障情况，
13日下午带队检查食品保供情况。13
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包洪文带队
对病险水库、低洼易涝点、重点在建工
程的防汛防风准备工作进行检查，并于
13日上午11时在市三防指挥中心视频
调度各区防汛防风工作。12 日 19 时，
副市长、三防指挥部第一副指挥长吴清
江坐镇三防指挥部，部署防御工作，12
日 23时传达省委书记沈晓明关于防御
第 18 号台风“圆规”的批示精神，组织
三亚贯彻落实防御部署。13日上午，吴

清江陪同国家防总督导组一行到地质
灾害点、游艇码头检查“船回港人上岸”
落实情况，听取海事部门汇报海上防风
工作。副市长何世刚、贾文涛、周俊、吴

海峰、尹承玲等市领导分别带队检查大
中型水库、河道、漫水桥、低洼易涝点等
重点部位防御措施情况及分管行业的
安全生产工作。

台风登陆前后，三亚各部门、各单
位全面贯彻落实省市有关精神，积极
落实台风防御措施：一是及时发布预
警信息。市气象部门发布台风警报信
息和气象服务专报。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通过手机短信、北斗终端向渔民转
发防风避风信息1897条。市海事部门
通过电话、微信群、甚高频向辖区港航
企业、水上作业单位和沿海船舶发送
台风预警信息 50 条，督促相关企业和
船舶做好防风准备。市旅文部门、三
亚传媒影视集团通过报纸、微信、电
视、广播、网站、服务站、景区 LED 屏、
酒店信息滚动屏、短信等形式，提醒市
民游客注意安全；二是做好船只海上
防风避险。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市综合
行政执法局，加强渔船和渔港安全管
理，落实渔船渔港防风措施，全市 828
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转移上岸渔民
3063人。加强对回港避风船只的安全
监管，坚决杜绝“抢风头赶风尾”情况
的发生。同时指导各区做好农业防汛
防风工作。三亚海事局加强商船、邮
轮游艇、施工船等989艘船舶的安全监
管，及时发布预警通知，做好海上应急
抢险救援准备；三是加强旅游、交通和
公共海域安全管理。市旅文部门派出
防风防汛巡查小组巡查蜈支洲岛、西
岛海洋文化旅游区、大东海旅游区、亚
龙湾海底世界等旅游文体企业 21 家，
对 A 级景区内索道、水上娱乐设备设
施、特种设备、大型游乐设施等项目进
行全面排查。12 日 20 时全市景区景
点关停。要求各民宿、家庭旅馆督促
游客做好自身安全防范，减少外出。
市交通局指导各区对 39 座漫水桥（路
涵）进行了检查排查，强化安全防护措
施。积极做好宣传防范工作，利用车
载视频监控系统、GPS监控系统等技术
手段，密切关注客运车辆安全、船舶安
全运营等重点工作，加强对在途运行
车辆和人员的安全管理。关注机场、
车站、港口等重点区域，做到防御早准
备、早到位。各区、各单位加强公共海
域安全管理，在三亚湾、大东海等海滩
区域值守，劝导市民游客切勿下海游
泳、观浪取景。

同时，全市 93 宗水库三级责任人
全部上岗履职，做好水库安全度汛工
作；市住建部门共派出 15 个工作组约

300人，对易受淹路段、易受淹小区进行
有效监控，对在建工地、物业小区进行
安全巡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有效防
范城市内涝；市资规部门对全市 10 个
地灾点进行排查，落实“雨前排查，雨中
巡查，雨后复查”工作制度，加强中小河
流山洪易发区的安全管控，防范地质灾
害和中小河流洪水；各区、各单位对简
易工棚、危房、危桥、涵洞、低洼地、户外
广告牌等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坚决做到

“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做好人员转移
准备；供电部门组织抢修队伍，清理电
力线路走廊树障，加强巡查检查及时排
除隐患，累计清理输电线路树障 146
棵，配网线路树 378 棵，整改输变配电
设备设施隐患19处，修补加固10处，提
前做好供电应急处置准备；供水、供电、
供气、通讯等行业对设施进行全面检查
维护，组织人员检查建筑工地的落实预
防台风工作情况，加强塔吊、施工电梯、
井架等大型机械设备和脚手架的加固
工作，做好基坑的支护工作，全面排查
风险隐患；10月 12 日 23 时，市三防指
挥部对各区三防指挥部，市水务、住建、
旅文、农业农村、资规、执法、交通等部
门值班值守情况进行电话抽查，对防汛
防风重点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和强
调部署，要求加强值班值守。

据介绍，三亚应急管理系统已进入
临战状态，全力组织台风防御工作，做
好应急救援准备。各区三防指挥部组
织抢险救援队伍共2798人，沙袋、铁锹、
橡皮艇、应急照明等各类抢险救援物资
准备到位；市消防救援支队集结351人，
对救援车辆、排涝机械、舟艇类、防护类
等应急救援设备进行检查维护，做到“装
备上车、舟艇上架、器材入箱”；市住建部
门抢险队伍共531人，各类应急排涝抢
险设备133件。市水务局组织水利工程

机动抢险队46人，随时应对东部、中部、
西部水利工程抢险任务；三亚供电局组
建17支共 417人的应急抢修队伍进入
应急待命状态，全力保障供电安全稳定；
环投集团组织抢修人员34人，抢修车辆
24辆，应急送水车辆4辆，随时应对紧急
情况。红十字、蓝天救援队等3支民间
救援队伍可随时参加抢险救援工作；市
救灾物资储备中心储备冲锋舟、救生衣、
小型发电机、帐篷等40余种抢险物资和
设备，随时做好调运准备。

做好储备：救援进入临战状态C

三亚全力确保
市民游客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记者 符吉茂/文 刘琪成/图

多措并举 缜密部署

全面应对：积极落实防御措施

动员部署：确保市民游客安全A

B

三亚消防支队指战员检测救援器材。

检测救援器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