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全媒体讯 (椰网/海拔
手机端记者 徐明锋 通讯员 陈
长吉 摄影报道) 16日袁 国际旅
游岛商报记者从省公路管理局
获悉袁截至 16 日 13 时 ,我省高
速公路尧国省道等省养公路全线
没有因野塔拉斯冶台风影响而阻
断遥虽然个别路段因风雨导致路
树倒伏或公路积水等情况袁但公
路养护工人快速处置后袁很快就
能通行遥

据了解袁为防御野塔拉斯冶袁
省公路管理局启动应急预案袁要
求各有关单位严阵以待袁加强巡
查袁发现问题能当场处置的就立
即处置袁不能当场处置的立即上
报省局调派力量前往应急处置遥
此外袁 该局充分发挥路政稽查
一尧二尧三大队巡查车可传输现

场视频以及应急指挥大厅的功
能和作用袁即时监视高速公路险
情袁发现问题立即决策处置遥

海口交警支队启动防御台
风交通管理工作预案袁增加巡逻
力量和密度袁加强与公路尧市政尧
环卫尧电力尧供水尧园林等部门的
联系袁及时处置因灾害引发的道
路交通险情袁确保道路尤其是主
要交通干道的畅通遥

此外袁海口交警部门还强化
值班备勤制度袁制定保持道路畅
通和紧急排险救灾应急预案袁做

到人员尧物资尧措施三到位遥 一旦
出现影响交通安全的警情袁 要迅
速出动警力袁 排除险情遥 加强恶
劣天气期间交通事故预防及处置
工作袁 成立事故处理应急小组待
命袁遇有事故及时处置袁减少事故
损失袁 避免因交通事故造成道路
堵塞遥

16日 8时袁 因小孩生病袁家
长在风雨中打不到车袁 情急之下

求助冒雨疏导交通的执勤交警袁
海口交警支队琼山大队三中队协
警孙翔帮忙送生病的孩子及其父
亲到 187医院接受治疗遥
据统计袁15日尧16日两天袁海

口公安交警共出动 2348 名警
力袁拆除遮阳棚尧遮阳伞 100 多
处袁冒雨救援抛锚车辆尧帮助市
民送生病小孩到医院等好人好
事 15起遥

海口三亚机场取消多个航班

部分路段大树倒塌
养路工人快速处置

船舶横摇太严重 一船员跌倒受伤
海口海事局台风中紧急救助

海口交警出动两千警力
保障台风天气道路畅通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
手机端记者 陈王凤 通讯员
韩海光冤昨日袁国际旅游岛商报
记者从南方电网海南公司获悉袁
台风野塔拉斯冶与海南擦肩而过袁
海南电网主网运行正常袁暴雨导
致海南部分地区供电线路受到
影响遥电力部门正组织力量进行
抢修袁受影响区域供电在陆续恢
复中遥
据统计数据显示袁供电线路

受影响主要集中在降雨量较大
的三亚尧保亭尧乐东尧陵水尧万宁尧
五指山等地区遥 截至 16 日 21
时袁 海南电网主网运行正常袁
110kV和 35kV线路分别跳闸 1
条袁均已恢复送电袁10kV线路跳

闸 96条袁 未恢复 33线路条袁未
恢复台区 1633个袁 影响用户 8
万户遥

为防御野塔拉斯冶袁南方电
网海南公司启动芋级应急响
应袁16 日对具备抢修条件的线
路开展抢修袁共投入抢修人员
2650 人次 尧 抢修车辆 755 辆
次尧 发电机 52 台尧 发电车 6
辆遥 保亭尧五指山等汛情较重
的地区袁抢修工作受到一定影
响袁 供电部门将继续关注汛
情袁一旦具备抢修条件袁立即
组织开展抢修复电工作遥 16日
21时袁该公司再次召开全网视
频会议袁进一步部署抢修复电
工作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
手机端记者 吴坤莹冤 受第 4号
台风 野塔拉斯冶渊热带风暴级冤影
响袁截至 16日 18时袁三亚停电
用户数共计为 19778户袁已经恢
复 9470户袁 还有 10308户未恢

复袁占全市用户的 6.9%遥 目前袁
三亚供电局已累计出动 612人尧
车辆 168辆袁对故障停电线路开
展全面排查并恢复未受损的设
备遥 在具备安全的条件下袁将全
面开展抢修复电工作遥

三亚近 2万用户停电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徐明锋冤 16日袁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从粤海
铁获悉袁受台风野塔拉斯冶影响停运的进出岛
旅客列车自昨日 20时开始逐渐恢复运行袁海
南环岛高铁于 16日 21时恢复开行遥 海口东
站发车有 D7355次尧D7359次袁 海口站发车
有 D7357 次 尧D7211 次 袁 三亚站发车有
D7360次尧D7362次遥
记者从海口海事局获悉袁据省气象台 16

日 17时预报, 16日夜间起琼州海峡风力减
弱至 8级袁抗风 8级的客滚船于昨日 20时起
恢复通航遥
记者从海口港获悉袁20时起袁 海安航线

恢复通航袁北海航线依然停航遥

琼州海峡环岛高铁昨日恢复运营
北海航线依然停航 温馨提醒院出行要提前查看交通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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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 8万用户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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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
手机端记者 柯育超 特约记者
陈世清 通讯员 李盛兰冤16日袁
海口交警支队要求全支队人员
迅速行动袁全面部署袁加强路面
巡逻管控袁 特别加强积
水路段和路口管
控袁做好道路交通
应急准备袁 全力
应对台风野塔拉
斯冶 天气对道
路交通安全造
成的影响遥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徐明锋 通讯员 张海滨 摄影报道)16日袁海口海
事局指挥中心接到一艘过峡船舶报告袁船上一名船员受伤严重袁请求协调救助袁指挥中心立
即启动应急预案袁协调码头尧120救护等成功救助受伤船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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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 6时 16分袁指挥中心
接到野常丰油 7冶轮救助申请袁该
轮称从广东茂名开往广西钦
州袁 航行至琼州海峡 1号警戒
区袁受野塔拉斯冶台风影响袁船舶
横摇严重袁 一名船员在操作中
不慎跌倒袁腿部受伤严重袁申请
紧急救援遥 海口海事局立即协
调专业救助船艇尧 海事船艇和
急救 120 等各方商定救助方
案遥 海口海事局协调船舶临时

停靠秀英港码头袁 由船舶直接
将受伤船员转移至 120 救护
车袁 其他船艇做好随时参与救
助待命准备遥 海口海事局立即
安排人员与 120 救护医生对
接袁 共同前往拟靠泊码头等待
野常丰油 7冶轮靠泊遥 靠泊后袁海
事人员协助急救医生登船对受
伤船员进行紧急包扎和身体检
查袁 并将受伤船员送往省医院
进行救助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 辕海拔手
机端记者 臧会彬 吴坤莹 通讯员
黄裕光 李鹏程) 受今年第 4 号台
风野塔拉斯冶影响袁15 日至 16 日 9
时袁海口美兰尧三亚凤凰两大机场
共计取消航班 81架次遥

据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介绍袁受
台风影响袁 该机场 15日取消航班

28 架次曰16 日上午截至 9 时袁
取消航班 8架次遥据凤凰国际机场
介绍袁该机场 15日取消 16架次航
班曰16 日袁截至记者发稿时袁取消
29架次航班遥 目前袁凤凰机场正在
协助航空公司做好签转事宜袁其中
2班已安排旅客酒店休息袁候机楼
内运行秩序良好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 辕海拔手
机端记者 臧会彬 通讯员 楚洪雨
陈学慧 于璐冤 受台风野塔拉斯冶影
响袁16日全天袁南航在海南累计延
误航班 38班袁其中袁南航在海口

进出港延误合计 16班袁 在三亚进
出港延误合计 22班袁 延误时间最
长的是 CZ6748/6747渊广州要
三亚要广州冤航班袁延误
时间在 4小时以上遥

南航累计延误 38个航班

交警送生病孩子去医院渊大图冤
交警指挥交通渊小图冤

银工作人员在修路

“塔拉斯”过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