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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塔拉斯冶加强为强热带风暴 省气象局变更台风三级预警为四级预警

“塔拉斯”擦肩而过 琼岛雨雨雨

直接经济损失 956.9万元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 辕海拔

手机端记者 汪德芬冤 据初步统
计袁2017年第 4号热带风暴野塔
拉斯冶渊热带风暴级冤 造成陵水
县直接经济总损失 956.9 万
元遥 其中院 农林牧渔业 354万
元尧 工业交通运输业 411.3万
元尧水利设施 150万元尧城市等
其他公共设施 41.6万元遥

又讯 由于连续降雨袁16日
下午 4时袁 大水已漫过群英乡
南江桥袁车辆暂无法通行遥群英
乡已安排工作人员在南江桥两
侧在岗值守袁 请开往群英的车
辆请绕道从本号路线行走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
者 柯育超冤 7月 16日袁受台风野塔拉斯冶
影响袁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毛感乡通往
G224国道一处因山体滑坡袁 毛感乡连接
外部的交通线中断遥
记者从该县交警大队获悉袁保城镇通

往大本方向的 S305省道部分路段出现倒

伏的树木袁影响车辆通行袁目前该县相关
部门正在努力抢修遥
记者从该县三防办获悉袁7月 14日 8

时-16日 14时袁 保亭县平均过程降雨量
为 95.4毫米袁 最大雨量点在六弓乡 154.5
毫米遥

毛感乡山体滑坡道路中断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董国豪冤 受今年第四号台风野塔
拉斯冶台风影响袁五指山市区部分路段
被倒伏的大树阻断袁 车辆一度无法通
行遥
在五指山市出城路段 G224往三

亚方向袁多处路段被阻断袁五指山交
警部门建议过往车辆缓慢安

全通行遥 目前道路正在
抢修中遥

G224国道部分路段通行受阻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陈
王凤 通讯员 符晓虹冤 商报记者 16日下午从
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袁今年第 4号台风野塔拉
斯冶渊热带风暴级冤袁16日 14时加强为强热带
风暴级袁16 时中心位于北纬 18.3 度尧 东经
108.0度袁也就是在距离乐东县西南方向约 75
公里的近海海面上袁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10级袁

风速达 25米每秒遥
省气象台预计袁野塔拉斯冶 将以每小时 20

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袁 即将进
入北部湾海面袁17日早晨在越南北部沿海登
陆遥 同时袁省气象局 16日 16时 20分变更台
风三级预警为四级预警袁 并继续发布暴雨四
级预警遥

预计 16日夜间到 17日白天 预计 17日夜间到 18日白天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董国豪 李兴民 通讯员 黄永业 文祥冤 7月
16日 16时 20分袁五指山大队值班室接到群
众报警称院位于五指山市三月三大道有一小
区在建工地宿舍被水围困袁水位大约 1米多
深袁有大量人员被困遥接到报警后袁中队立即
出动 1辆抢险救援车尧 一艘橡皮艇尧6名官
兵袁由副指导员陈胜带队前往处置遥

16时 26分袁消防中队到达到场后袁发现
共有两栋两层的板房宿舍和一栋三层的宿
舍楼被水围困袁被困民工 130多人袁积水 1
米多深袁有一栋宿舍靠近路边并有铁栅栏围
住遥 根据现场情况袁中队指挥员立即与工地
负责人协商袁由工地负责人与民工沟通各自
整理收集好重要物资并安排好住宿问题遥随
后部署了两套救援方案院一是利用橡皮艇疏
散老人尧小孩和行动不便的人员以及重要物

资曰二是将靠在铁栅栏拆除进行疏散遥
16时 35分袁指挥员下达命令后袁疏散救

援工作立即展开遥部分民工在确保自身安全
的情况下自行涉水到安全地带袁转移出来的
民工由工地负责人负责安排到酒店安顿遥 17
时 38分袁中队官兵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救援袁
成功将全部民工转移到安全地带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
机端记者 叶娇 段然冤 7月 16日上
午 8时袁省民政厅紧急派出 2个工
作组赴三亚尧乐东尧陵水尧保亭等市
县查灾核灾袁并指导当地开展救灾

工作遥
工作组出发前袁省民政厅副厅

长王宁召集全体工作组成员召开
动员会袁部署各项救灾应急工作遥

王宁向工作组传达了省三防

视频会议精神袁并要求各工作组要
充分认识此次台风的危害性袁切勿
麻痹大意袁要深入一线袁认真检查
督导市县做好危旧房屋尧低洼危险
地段尧山洪易发区域群众的转移安

置工作袁尤其是五保尧低保等困难
群众的转移安置袁 提前将救灾物
资尧人员等投放到交通不便和受灾
害威胁区域袁发生灾情及时组织上
报袁 并指导市县开展应急救灾工

作袁确保受灾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遥
最后袁王宁强调袁各工作组在

扎实尧有序尧高效开展工作的同时袁
也要保障自身安全遥

在建工地 130多人被困
消防救援 1小时成功疏散

省民政厅工作组赴三亚等市县救灾

北部 中雨转阵雨 24益~26益 29益~31益
中部 大雨转阵雨 23益~25益 29益~31益
东部 大雨转阵雨 24益~26益 30益~32益
西部 大雨转阵雨 24益~26益 30益~32益
南部 暴雨转阵雨 24益~26益 30益~32益

方位 天气 最低气温 最高气温

北部 多云有雷阵雨 24益~26益 30益~32益
中部 多云有雷阵雨 23益~25益 29益~31益
东部 多云有雷阵雨 24益~26益 30益~32益
西部 多云有雷阵雨 24益~26益 30益~32益
南部 多云有雷阵雨 24益~26益 30益~32益

方位 天气 最低气温 最高气温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李碧微冤 7月 16日袁受台风野塔拉斯冶影响袁
三亚迎来强降雨天气袁在三亚海棠区袁一个
光膀男子带着工具冒着风雨袁一次次地潜入
近 2米深的井水中袁 摸索着关掉漏水阀门袁
保证了海棠区 301医院尧酒店群的供水遥

当天 10时 43分袁海南天涯水业集团有
限公司东部供水公司管网部经理陈永国接
到了抢修指令袁于是他立即带一名同事赶往
林旺北路现场查看遥
查看情况后陈永国发现袁挖掘机清理倒

伏树木时操作不慎导致消防栓断裂遥 水压将
漏水喷出地面袁而倒下的树木依然压在阀门
井的井盖上遥 于是他和同事两人清理掉障碍
物袁把井盖拉出来遥 由于井中已经积满浑水袁
风雨依旧肆虐袁陈永国只能先用脚试探井下
支撑消防栓的管道位置袁发现这是一个深约
1.6米尧直径 1.2米的水井袁而阀门就在井下遥

两个抢修方案摆在了他面前院一是调运
发电机将井水抽掉袁 然后下井维修关闸袁但
这样要耽误近半小时遥 二是采用野土办法冶院
直接潜下去摸索着关掉阀门遥

野这是整个海棠区最主要的供水管袁同
时也是 301医院尧 酒店群的主要供水管袁不
及早关掉阀门的话袁 肯定会影响下游的水
压袁用户就可能断水遥 不能让这么多人都断
水遥 冶于是袁陈永国当机立断选择方案二袁他
立即带着同事清理作业区袁撬开井盖遥 紧接
着袁他脱去外衣裤跳进去探测袁发现水深约

有 1.6米遥待摸索到一个横向水管后袁就踩在
上面探出头来向同事喊话遥

水下看不清楚袁 只能靠记忆用手去摸遥
陈永国在井中四处摸索袁好不容易找到了阀
门位置袁 可怎么也无法将水管钳扣在阀门
上遥 呼吸越来越困难袁陈永国只好潜回水面遥
调整水管钳和呼吸后袁再次潜入井中遥 数分
钟内袁他换了十几口气袁反复丈量阀门并调
校管钳袁终于将阀门成功关住遥

陈永国袁在水厂工作 20年袁每遇紧急突
发情况袁总是冲在一线遥 在防御台风野塔拉
斯冶工作中袁近 3000海棠人坚守一线袁
抗击台风袁成功转移群众 2222人袁为人
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保驾护航遥

“潜水哥”数分钟多次潜水
关停深水井阀门止住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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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
者 吴坤莹冤 7月 16日 17时 40分袁 三亚
吉阳区大茅山庄疗养院往槟榔谷方向约
2公里处袁发生了一起山体滑坡事故遥 目

前没有人员伤亡袁 但泥土造成了道路堵
塞遥三亚吉阳区政府联合国土尧交警尧公路
维修力量已前往处置遥

吉阳区山体滑坡致道路堵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