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柯
育超 魏铭纬 刘桂江冤14日上午 11时许袁国际
旅游岛商报记者来到琼海市博鳌镇袁 在第一
现场报道当地台风后的最新动态遥
台风过境后袁琼海处于风平浪静的状态袁

天气有些阴沉袁不时有些小雨袁对出行不构成
影响遥 记者看到袁博鳌镇的人们的生活工作又
回到了正轨遥
在博鳌街头一家餐厅内袁 工作人员正忙

着整理被台风破坏的设施遥 而在餐厅门口的
墙边袁 用于防风的沙袋被商家收起来堆放在
一起遥 餐饮店开始有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清

理现场卫生袁准备营业遥
随着海南省防风防汛预警等级的降低袁

台风的余威也慢慢消失袁 好天气也吸引了不
少游客来到玉带滩进行旅游娱乐活动遥 11时
20分袁记者在现场看到袁有些游客正拿着自拍
杆袁在沙滩上摆好姿势与海浪合影袁也有游客
在海边踏浪遥

来自北京的游客张先生一家正在开心地
玩耍袁儿子见到有螃蟹路过袁便挖起了沙滩袁
结果螃蟹没抓着袁却挖出了一小片野湖泊冶遥

野昨天是我第一次在海南感受到台风袁永
生难忘遥 冶张先生告诉记者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鲁
启兰 刘宁玥冤台风野圆规冶过境后袁万宁瓜果蔬
菜供应情况如何钥 当地居民出行购物是否受
到影响钥 带着以上疑问袁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
10月 14日来到了万宁市区万城第二农贸市
场一探究竟遥

14日中午袁万宁小雨不停袁路面湿滑遥受到
降雨的影响袁万城第二农贸市场内车辆行人较
少袁但店铺均正常营业遥 野我们一直都开业袁昨
天台风虽然登陆了袁 但是市区内风雨较小袁市
场里的店铺都正常开店营业遥 冶一位水果摊贩

老板表示袁水果供应正常袁并未受到台风影响遥
一位卖速冻产品的老板同样表示院野昨天

可能受到台风的影响袁顾客比较多袁因为担心
台风来了无法出门袁所以很多人来囤货袁14日
的客流量已经恢复得和平常一样了遥 冶
记者在市场内看到袁蔬菜摊上菜品丰富尧

数量充足袁菜摊老板表示袁蔬菜大部分是从海
口运回售卖袁 虽然 13日受到台风的影响袁蔬
菜运输数量有所减少袁 但是供应上足够满足
当地居民的需求袁14日的客流量与供应量已
经全部恢复正常遥

农贸市场瓜果蔬菜供应正常

海南省气象台预计袁受冷空气和热带辐合
带共同影响袁15日耀18日袁 海南省海域和陆地
将有较强风雨天气遥
海洋方面袁 预计琼州海峡袁15日风力 6耀7

级尧阵风 8级袁16日耀18日风力 7耀8级尧阵风 9
级曰南海北部海面袁北部湾海面袁海南岛东部和
西部海面袁15日风力 6耀7级尧阵风 8级袁16日耀
18日风力 7耀8级尧阵风 9耀10级曰海南岛南部海
面尧 中沙和西沙群岛附近海面袁15日风力 5耀6
级尧阵风 7级袁16日耀18日风力 6耀7级尧阵风 8
级曰 南沙群岛附近海面袁15日耀18日风力 5耀6
级尧雷雨时阵风 7耀8级遥
陆地方面袁预计 15日耀18日袁海南岛东半

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尧局地大暴雨袁西半部地区
有小到中雨遥

预计袁10月 15日 8时耀19日 8时各地累

积雨量院定安尧文昌尧琼海尧万宁尧陵水尧保亭尧三
亚和琼中等市县 200耀300毫米尧 局地 350毫
米曰海口尧澄迈尧屯昌和五指山等市县 50耀100
毫米曰临高尧白沙尧儋州和乐东等市县 30耀50毫
米袁昌江尧东方 10耀30毫米遥
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院受冷空气和热带辐

合带共同影响袁16耀18日琼州海峡将出现 9级
阵风袁对通航有不利影响袁请相关部门密切关
注海南省气象局最新预报袁做好琼州海峡可能
再次停航的准备遥
预计袁15日耀18日袁海南岛将有较强降雨袁

中部尧东部尧北部尧南部地区部分市县的城乡积
涝尧地质灾害以及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的
风险很高袁请严加防范遥
由于前期降水较多袁部分水库处于高水位状

态袁请相关部门继续做好水库巡查管理工作遥

野圆规冶影响趋于结束 未来几天天气如何

海南仍将有较强风雨天气

据监测袁今年第 18号台风野圆规冶渊英文
名称院Kompasu曰名字来源院日本曰名字意义院圆
规星座冤于 13日 15时 40分在琼海市博鳌镇
沿海登陆袁 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12级
渊33米/秒冤袁 登陆后迅速减弱为强热带风暴
级袁并先后穿过海南岛琼海尧屯昌尧琼中尧五指
山尧昌江尧乐东和东方等市县袁13日夜间减弱
为热带风暴级袁移入北部湾海面遥 14日 14时
野圆规冶已减弱为热带低压袁其中心位于北纬
19.3度袁东经 106.8度袁也就是在距离越南清
化市东偏南方向约 120公里的北部湾中部海
面上袁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7级渊16米/秒冤遥
海南省气象台预计袁野圆规冶 将以每小时

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袁 强度逐
渐减弱袁于 14日傍晚前后在越南北部一带沿
海登陆渊7级袁13耀16米/秒袁热带低压冤遥 由于
野圆规冶逐渐远离海南省袁对海南省风雨影响

趋于结束遥
据气象部门监测袁受野圆规冶和冷空气共

同影响袁10月 12日 20时耀14日 14时袁海南岛
中部尧西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尧局
地大暴雨袁北部和南部地区出现大到暴雨遥 据
统计袁琼中尧乐东尧昌江尧白沙尧五指山尧东方尧
万宁尧三亚尧文昌尧琼海尧陵水尧儋州和保亭 13
个市县共 56个乡镇(区)雨量超过 100毫米袁
琼中尧乐东尧昌江和白沙 4个市县共 6个乡镇
(区)雨量超过 200毫米袁最大为琼中县黎母山
镇 327.2毫米遥

海南岛四周沿海陆地及近海出现 10耀13
级大风袁其中袁琼州海峡阵风达 13级渊38米/
秒冤袁 近海最大阵风出现在文昌七洲列岛 15
级渊48.6米/秒冤袁海南岛陆地最大阵风出现在
文昌龙楼镇 13级渊37.5米/秒冤遥

未来几天 有较强风雨天气

“圆规”远离对海南影响趋于结束

生活回归正轨
游客海边踏浪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陈王凤冤 转眼袁台风野二连击冶告一段落啦遥
10月 14日 15时袁海南省气象局解除台风四级预警遥 商报记者 14日从海南省气象台
了解到袁今年第 18号台风野圆规冶对海南省风雨影响趋于结束遥 预计袁15日耀18日袁受
冷空气和热带辐合带共同影响袁海南省海域和陆地将有较强风雨天气遥

10月 14日上午袁 因琼州海峡风力减弱袁
琼州海峡客滚船 渊南港葑北港冤 航线停运 51
个小时后袁于 10月 14日 10时起复运遥 据了
解袁南港较新海港尧秀英港率先通航袁目前一
切工作都在有序进行中遥

南港内袁 大量货车及小轿车有序进行安
检后进入待渡区遥 多数车辆驾驶员表示南港
此次复航效率快袁且一切井然有序遥 正在待渡
的货车司机唐先生告诉记者袁 他来海口时拉

的是蔬菜袁回时开空车回湖北遥 野复航后袁我只
等了两个小时便进入南港的待渡区袁 没有堵
车袁效率很快遥 冶
此次南港复航袁较新海港尧秀英港快了不

少时间袁 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机辆轮渡段
南港管理所主任吉安介绍院野因为南港的船
舶吨位大尧防台性能好袁且停放在马村防台袁
因此在今天天气气象条件满足的情况下优
先复航遥 冶

因琼州海峡风力减弱袁 客滚船舶达到通
航条件袁新海港尧秀英港也已于昨晚复运遥 14
日 17:50袁商报记者在新海港看到袁该港对于
复航已准备就绪袁 目前客滚船正从北港向新
海港驶来遥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袁 为加快港口疏运效

率袁保证因停航滞留车辆快捷出岛袁目前袁新
海港工作人员正在引导大货车通过安检并驶
入待渡区遥 野目前仅大货车可通过安检进入待
渡区袁小车暂未开始过安检遥 有过海需求的司
机旅客务必通过 耶琼州海峡轮渡管家爷耶新海

港爷等渠道预约购票袁凭票有序进港待渡袁未
预约或预约未成功的车辆不要前往港口遥 冶
此外袁除网上预约购票外袁现场购票通道

也已开启遥 野已驶入待渡区将车辆停放好后
的货车司机袁可携带身份证及行驶证到货车
售票处购买车票遥 旅客可直接携带身份证现
场购票遥 冶

记者看到袁待渡区内已停放了大量货车袁
不少货车司机表示已滞留在新海港多天袁来
自济南的王先生便是其中一位遥 野现在马上就
复航了袁心情很不错遥 冶王先生说道遥

新海港秀英港恢复作业

南港率先复航

海口三港全部恢复作业
预计疏运需要 9小时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
手机端记者 许文玉 摄影报
道冤14日 21院00袁 商报记者从
海口市交通运输和港航管理
局获悉袁海口新海港尧秀英港尧
铁路南港已恢复作业袁目前已
预约并在港区待渡共有 1500
辆车袁预计疏运需要 9小时左
右遥 有过海需求的车辆务必通
过野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冶野铁路
轮渡冶微信公众号等渠道预约
购票袁凭票提前 3小时有序进
港待渡遥未预约的车辆将禁止
进港袁请不要前往港口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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