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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晨到中午

泰利

离我们最近
今天夜里到明天
全市有中到大雨
商 报 讯 （记 者 石 承 承） 随 着 台 风 “ 泰
利”步步逼近，市气象台昨天 19 时 50 分拉响
今年首个台风蓝色预警。无论“泰利”未来走
向如何，对我市的风雨影响在所难免，我们除
了要防范短时暴雨，还要警惕持续性强风。
昨日 14 时“泰利”已加强为强台风。昨天
18 时，其中心位于宁波东南方向 654 公里左右
的洋面上，中心最低气压 955 百帕，近中心最
大 风 力 14 级 （42 米/秒）。 据 市 气 象 台 消 息 ，
“泰利”将以 15 公里左右的时速向北偏西方向
移动，强度稍有加强。
昨天，“泰利”带给我们的最大意外，是它
的移动路径突然拐弯，最大可能于今天夜里到
明天沿着浙江沿海北上转向。据气象部门预
测，明天早晨到中午，“泰利”将离我们最近。
无论“泰利”未来走向如何，已经进入
“倒计时”的风雨，我们是躲不过了。
据市气象台消息，受“泰利”影响，昨天
夜里我市南部地区已经出现阵雨，今天白天我
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大到
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全市阴有中到大雨，
局部地区有暴雨。
从预报看，全市过程雨量可达 50~100 毫
米，局部 100 毫米以上。
之前提醒大家比较多的是防范短时暴雨，
今儿要叮嘱大家的是还得小心持续性强风。
其实，从昨天开始，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
风力在逐渐加强，而这只是前奏。随着“泰
利”的步步逼近，今明两天我市内陆地区风力
将逐渐增强到 7~9 级，沿海地区风力可达 9~11
级，沿海海面会有 11~13 级大风，而台风中心
附近海域风力可达 14 级以上。

昨天上午，在江北区槐树路与桃渡路路口，市测绘设计研究院测绘队员正在使用最新引进的 CCTV 管道检测
机器人，对地下排水管道进行检查。
记者 徐文杰 通讯员 邵月中 摄

城区个别点位仍可能积水
台风期间尽量减少开车出行
商报讯 （记者 边城
出行请小心。
雨 张贻富）“尽管近几
市城管排水部门表
年对绝大多数下穿通道进
示，目前已在三江片核心
行了升级改造，但还是有
区域布设了 71 个积水自动
个别点位存在积涝风
监测点、14 个内河水位雨
险。”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量监测点、20 个沿江和内
（城市管理局） 相关负责
河截污井液位监测点，基
人告诉记者。
本实现城区汛情实时动态
比如，江东北路甬江
监测。
大桥下穿通道，由于离甬
交警提醒广大市民，
江近，台汛暴雨加高潮位
台风期间尽量减少开车出
时会出现积水；中山路公
行，特别是夜晚和台风过
铁立交下穿通道，临近西
境时；如确需开车出行，
塘河，内河超过保证水位
应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
时，
河水从挡墙渗漏进入下
规，集中注意力。车辆行
穿区域，
需要启动应急强排
驶 过 程 中 保 持“ 慢 ”
“稳”
车辆进行强排才能保证通 “礼让”原则，保持安全车
行，
这一情况在中山路改造
距 ；遇 到 大 雨 、大 风 等 天
中已采取工程性措施，
但尚
气，要及时打开双闪警示
待检验；
福庆南路公铁立交
灯，
必要时开启大灯。
下穿通道，临近杨木碶河，
遇到积水时，要尽量
台风暴雨加内河水位超过
采取绕行，不要轻易涉
保证水位时，河水漫堤后
水；大风大雨天行车应尽
从挡墙渗漏进入下穿区
量远离行人、电动车，以
域，容易造成积水，市民
防其滑倒发生事故。

“泰利”或带来
120 毫米降雨
商报讯 （记者 边城雨）“泰利”加强为
强台风，逐步靠近东南沿海。昨天，市防指再
次召集气象、海洋、水文、水利等部门分析会
商第 18 号台风“泰利”发展趋势。
会商预测，“泰利”未来将以 15~20 公里
时速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江沿海靠近，
强度继续有所加强，最大可能在今天夜里到明
天紧擦浙江沿海北上转向。受其影响，我市可能
出现 50~120 毫米降雨，沿海地区及山区 100~
200 毫米；沿海风暴增水 80~150 厘米，可能出
现接近或略超蓝色警戒潮位的高潮位；沿海出
现 2.5~3.5 米的大浪，外部海域 4.0~6.0 米的巨
浪。
市防指要求下步突出重点，继续突出做好
海上防台及沿海防大风，防御局地强降雨可能
引发的小流域山洪及地质灾害，同时加强监测
预警，防范可能出现的沿海高潮位影响。
水利部门从 9 月 11 日开始进行江河预排。
市水利局还组成三个督查组对各类在建水利工
程进行了实地检查，督促各工程落实防台安全
措施，确保工程安全。
至昨天 17 时，我市初步统计共转移人员
9034 人，主要是海塘内外养殖和渔船回港避风
人员。
全市共关闭涉海涉山旅游景区、涉水旅游
项目、户外游乐设施场所 35 家，撤离游客和从
业人员 2300 余人。

宁波站多趟列车停运
往沪杭方向短途高铁暂时不受影响

连日来，国网宁波供电公司严阵以待，积
极部署防御台风“泰利”，组织人员开展对电
力设备设施的特巡和隐患整治，目前已组建
30 支抢修队伍，各类应急抢修装备及物资已
全部准备就绪。
记者 林伟 通讯员 赵琴/文
通讯员 王幕宾/摄

商 报 讯 （记 者 范
洪）“泰利”台风继续给
市民出行带来影响。昨
天，铁路宁波站连续发布
三天高铁动车组列车停运
消息，主要涉及明天开往
台州、温州、福州、厦门、深
圳、广州等方向的沿海高
铁线路，总数接近 70 趟。
今
天有 6 趟高铁停运，16 日
有 4 趟停运。铁路部门可为
停开车次旅客免费办理改
签和退票手续。
不过，这几天宁波开
往杭州、上海方向的高铁
动车组车票，目前仍在正
常发售。
长途方向，比如宁波
至北京，今天仍有 3 趟高
铁正常售票；长沙方向仍
有 6 趟高铁在售，余票也

比较充裕。而 15 日，上述
方向则均显示停售状态，
是否开行要视天气情况而
定。
公路方面，从昨天开
始，汽车南站往岱山、嵊
泗、衢山等方向的开始停
班，今明往岱山、衢山、
嵊泗全线停班；汽车北站
昨天下午往岱山、衢山停
班，今明往岱山、衢山、
桃花全线停班；汽车东站
六横班线今明停班。其他
线路看天气情况而定。
宁波栎社国际机场目
前航班运行基本正常。工
作人员提醒旅客最好在出
发前向机场客服热线及航
空公司热线、官网，或通
过手机 APP 查询航班最新
动态，以免耽误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