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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10 月 13 日上午，
三亚市教育局组成多个检查督导小组，按照
包区包校的分工要求,深入到各学校实地查
看值班值守情况、台风应急防范措施和校舍
安全状况、防汛工作等，了解特殊天气下的防
御准备情况，进一步指导各校做好迎战台风

“圆规”的工作。
据悉，为全力做好台风“圆规”防御工作，

市教育局在10月 12日参加省市防御第18号
台风“圆规”视频会议后，立即行动起来，成立
了以局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连夜
召开会议贯彻落实省市会议精神，压实工作责
任，密切关注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发送的恶
劣天气警示提醒，并向各区教育局、各校转发
市三防指挥部文件，10月13日8时至14日12
时，三亚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校外
培训机构停课，全市所有校车全部停运，所有
校园在建工程一律停工。并要求及时向学生
及家长发送安全提醒，加强校园隐患排查，加
强值班值守。并通过微信群、电话、安全平台
等方式向全市中小学生及家长发送安全警示，
要求家长落实监护责任，尽职尽责看好未成年
人，防止发生溺水、触电等各类安全事故。

本报讯（记者 李少云）10 月 13日上午，
市旅文局再次组织召开第 18号台风“圆规”
防御工作部署会，传达省市领导有关防台指
示批示精神，进行防台工作部署。同时，组
成专项巡查小组深入现场，对景区、酒店等
旅游企业的重点部门、重点岗位的防台风工
作情况、应急预案启动情况等进行督导检
查。经查，各景区均已按要求关停，停止一
切海上游乐项目。

当天，专项巡查小组深入现场，对千古
情、凤凰岭、西岛、玫瑰谷、海底世界和亚龙
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等多家旅游景区，及华
源温泉酒店、天通康达、国光豪生酒店等多
家临海酒店的防汛防风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
查、督促，确保各项防御措施落实到位。经
查，各景区均已按要求关停，停止一切海上
游乐项目，设备已上岸加固或进行转移，全
面排查高空隐患,钩取高空枯死枝、挂枝，在
台风来临前先给景区树木减负，降低树枝坠
落风险。各景区、酒店及旅行社均已按防台
风应急预案启动Ⅱ级响应工作。

巡查组现场要求各旅游酒店要做好游客
的提前告知，及滞留旅客的安抚和安置工作加
强与游客沟通和疏导，与游客保持密切联系，
及时将台风动态告知游客，提醒游客尽量不要
外出，注意个人人身安全。提前将室外沙滩
椅、遮阳伞等设施妥善收好。加强对设备设施
的加固和维修，确保所有设备设施的安全稳
固。严格落实防台风应急预案工作和要求。

市旅文局

成立巡查小组
深入一线督导

市教育系统

守护校园安全
确保师生平安

·天涯之声全天候服务热线：88881046

·政府服务热线：12345

·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办公室：88271824

·市政维护应急中心：88985808/88985906

·积水处置：38282345

·三亚供水客户服务热线：88662699

·三亚供电局 24 小时服务热线：95598

·长丰海洋天然气 24 小时热线：88238777

·海南有线电视客服热线：963999

·南海救助局三亚基地救援电话：88225094

·三亚凤凰机场

·人工问询：88289289

·失物招领：88289575

·行李查询：88289126

·急救中心：88289334

·三亚火车站调度中心：

31520312/31520331

·咨询电话：12306

·三亚汽车总站咨询电话：88252656

·三亚交通运输咨询服务热线：88667803

·海汽客服：6668855

本报讯（记者 刘盈盈 通讯员 张
海哲）今年第 18 号台风“圆规”已于昨
日 15 时 40 分左右登陆海南琼海市沿
海，登陆时强度为台风级。为加强对辖
区道路交通管控和防风防汛工作，三亚
交警快速反应，多措并举，加强主要道
路及隐患路段的巡控，合理调整勤务结
构，全力做好台风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
管理工作。

结合天气、道路实际情况，按照“警
力跟着警情走”的原则，三亚交警全员
上路执勤，重点加强对隐患路段和高速
公路出入城口等路段的巡控，检查、清
理道路沿线可能危及交通安全的广告
牌、绿植树木，联系清障车辆及时清理
受阻道路。在巡逻中发现有交通安全
设施毁坏情况及路面险情的，及时向有
关部门汇报，通过喊话器提醒驾驶员和
行人注意安全，发现路面危险警情迅速
采取分流绕行、限制通行等措施。

同时，通过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
等平台，及时提示群众注意台风天气交
通安全防范知识，发布因台风天气导致
道路交通临时管制、积水路段等影响道
路通行的路况信息，提醒广大交通参与
者尽量做到“人少出门，车少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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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10 月 13日上午，
为积极应对第18号台风“圆规”，市农业农村
局兵发多路，做好防风、防汛、蔬菜抢收、渔
民回港等工作。

在扎业常年蔬菜基地，工作人员详细询
问了近期蔬菜抢收及保供市内市场情况，并
现场协调市农投集团公司对接基地，及时将
抢收的蔬菜上市、收储。在大茅常年蔬菜基
地，工作人员巡视查看基地基础设施，要求
在保障安全生产的同时要做好自身人身安全
防范，密切关注并及时排除台风带来的隐
患。在南繁制种中心，工作人员加强排除安
全隐患，确保各项防御措施落实到位，全力
保障安全生产，降低台风带来的损失。

当天，市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赶赴过岭鳄
鱼养殖场、鸿洲渔港码头、海棠区铁炉港等
地，指导做好鳄鱼场防台安全生产、渔民回
港避风等工作，确保台风期间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在海棠区铁炉港，工作人员还向
渔民讲解渔船回港避风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
策要求。

市农业检测中心对全市三个区域农产品
检测站和市粮油检测站进行详细检查。据了
解，在各个检测站，值班人员严格遵守值班
纪律，确保联络通畅和值班信息报告及时准
确；在屠益民屠宰厂，工作人员严格落实防
风措施，做好生产设施防护、水电设备安全
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确保安全生产。保障
市场肉品充足供应，防止肉品短缺引起哄抬
肉价，切实做好保供稳价工作。检查荔枝沟
活禽交易市场，叮嘱交易市场负责人做好台
风防御，保障安全生产，确保市民群众台风
期间“菜篮子”禽类肉品供应。

当天上午，市农机学校积极组织开展台
风防御措施，提前做好部署安排，加强巡查
值守，安排人员适时关注台风信息，及时做
好恶劣天气期间应急应对。

此外，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还到育
才生态区进行防御台风指导工作，深入查看
那泡水库、南塔水库的库容及防护情况，指导
做好库区防护和库区居民的安全撤离工作，
尽可能降低台风对生产的影响，减少损失。

市农业农村局

全力防御台风
降低灾害损失

解放一路

易积水点为国际购物中心路段

解放二路

易积水点为市二中路段

解放三路

易积水点为明珠广场路段、解放路与吉祥路交叉口

春园路、文明路

易积水点为黎客酒店路段

河西路（和平街至新风路）

易积水点为市政府二办路段

胜利路（光明路至建港路）

易积水点为汽车总站后门

胜利路（新风街至光明路）

易积水点为汽车总站后门

榆亚路（解放路至三亚大桥）

易积水点为红旗街路口

三亚湾路（凤凰岛至新风街）

易积水点为仙居府路段

三亚湾路（新风街至海月广场）

易积水点为海月广场路段

三亚湾路（海月广场至金鸡岭路口）

易积水点四二五医院公交站

水城路（解放路至水城桥）

金鸡岭路（三亚湾路至金鸡岭桥）、老机场路

易积水点为凤凰水城营销中心附近路段

金鸡岭路（金鸡岭桥至凤凰路）

易积水点为大碗厨路段

河东路（凤凰路至水城路）

水城路（凤凰路至水城桥）

易积水点为凯莱酒店路段

河东路（水城路至金鸡岭路）

易积水点为华庭天下路段

育新路、育秀路

易积水点为育新路高铁桥下

海润路、工业园路

易积水点为海润路与工业园路交叉口

师部农场路

易积水点为师部农场路与工业园路交叉口

新城西路（海虹路口至凤翔路）

凤翔路（新城西路至凤翔桥）

易积水点为海坡村北门

新城西路（凤翔路至十二横路）

易积水点为阳光酒店路段

新城西路（十二横路至御海路）

御海路、扬帆路、桃源路

易积水点为气象站、御海路与新城路交叉口

三亚湾路（金鸡岭路口至龙兴海景酒店）

易积水点为老机场路口

三亚湾路（总参四所至海虹路口）

新城东路

易积水点为克拉克码头酒店路段

凤高路（机场路至凤翔路）

凤翔路（凤高路至凤翔桥）

易积水点为凤凰派出所路段

本报讯（记者 刘佳）台风天气风大雨急，有外出需求的市民游客需要格外注意出行安全。10月 13日，记者从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政
维护应急中心（以下简称“市应急中心”）了解到，为做好市区主要路段的应急排涝工作，梳理出多个低洼易涝路段及易积水点，并对这些重点区域
加强监控排查，包点分工责任到人。市应急中心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在经过这些路段时请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遇到积水影响出行等情况可拨
打12345，市住建局、市交警支队等单位将及时到场应急处置。具体城区低洼易涝路段以及易积水点信息如下：

榆亚路（一号门至红沙隧道）
易积水点为琼菜王路段、榆林市场加油站路段

榆亚路（红沙隧道至人民街）人民街、狗岭路（隧道口-榆亚路）
易积水点为豪门山庄路段

榆亚路（人民街至榆红北路）易积水点为城郊检察院路段

吉阳大道（吉阳转盘至南方公学）易积水点为南方公学路段

吉阳大道（南方公学至东线高速路口）
易积水点为南方公学路段

迎宾路（学院路至澳洲城），往吉阳区政府方向
易积水点为澳洲城路段

迎宾路（澳洲城至吉阳转盘）、兆龙西路
易积水点为吉阳区政府路段

月北路、丹东路、丹湖路、丹航路、丹虹路
易积水点为丹州小区市场门口

凤凰路（金鸡岭路口至迎宾路）易积水点为水晶宫路段

迎宾路（公安局路口至山屿湖）、溪泽南路
易积水点为迎宾路与凤凰路交叉口

荔枝沟路（凤凰路至抱坡路）、抱坡路
易积水点为市第五小学路段

荔枝沟路（抱坡路至落笔洞路）、落笔洞路
易积水点为荔枝沟路与落笔洞路交叉口

荔枝沟路（落笔洞路至迎宾路）、学院路（迎宾路至荔枝沟路）
易积水点为市仔村路段

学院路（荔枝沟路至高架桥）易积水点为戒毒所路段

学院路（荔枝沟路至高架桥）易积水点为南丁村口路段

南边海路（潮见桥至南海山庄）
南边海路（南海山庄至海湾维景大酒店）
易积水点为南海山庄路段

南边海路（海湾维景大酒店至国宾馆）
鹿回头路、鹿影路、小东海路 易积水点为海湾维景大酒店路段

榆亚路（三亚大桥至下洋田）易积水点为市委门口

榆亚路（南边海路至一号门）、榆海路、海花路、东海路
易积水点为城市酒店路段

凤凰路（下洋田至南山火锅城）易积水点为下洋田路段
河东路（榆亚路至商品街一巷）易积水点为教育巷路段

河东路（商品街一巷至新风路）
易积水点为商品街一巷及临春河交叉口

河东路（新风街至榕根桥）易积水点为好食汇路段

河东路（榕根桥至迎宾路）、川河路 易积水点为川河路口路段

河东路（迎宾路至金鸡岭路）
易积水点为中恒建材城路段、停车楼拐弯处

凤凰路（南山火锅城至龙岭路）易积水点为龙岭路路口

凤凰路（龙岭路至狗岭路）、狗岭路（凤凰路至隧道口）
易积水点为嘉宝花园路段

凤凰路（海螺路至迎宾路）易积水点为公安局拐弯处

临春河路（榆亚路至商品街一巷）易积水点为商品街一巷

临春河路（商品街一巷至新风路）、祥瑞路、一横路
易积水点为港华市场、中信银行路段

临春河路（新风路至河东路）、榕根路、保险路、祥和路
易积水点为防暴支队门口

商品街大道、商品街一巷、麒麟巷 易积水点为建设银行门口

新风街（新风桥至凤凰路）易积水点为图书馆路段

迎春路、新月路、月川中路、新月一巷 易积水点为春河小区路段

迎宾路（月川桥至河东路路口）易积水点为25度阳光路段

迎宾路（河东路路口至公安局路口）易积水点为迎宾一号路段

三亚城区低洼易涝路段
及易积水点有这些

应对“圆规”应急服务电话

10 月 13 日，受台风“圆规”影响，三亚临春河路与榆亚路
都有树枝折断，影响交通，交警、园林部门等抢修人员正在对
被台风吹倒在路中间的树枝进行清理，确保尽快恢复交通，保
障来往车辆行驶安全。 本报记者 王康宏 摄

天涯区

吉阳区

来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