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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海 曙 记 者 站续大
治 记者陈朝霞 通讯员张王
忻）昨天下午，海曙区市政养护中
心开展了应急强排车现场操作培
训、演练。海曙区全面部署台风防
御工作，最大程度地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连日来，海曙区城管部门根据
城区排涝需求，对低洼及易积水

路段、区域进行汛前专项疏通清理，
目前完成望京路、新芝路、和义路等
共计65条路段146公里的疏通清理
任务。同时，通过更换排水管道、配
套增设排水设施、抬高路面等方式
陆续改造治理船埠巷、新芝路 15弄
等 25处积水点，并逐一落实好下沉
式立交桥、地下空间、排水泵站等重
点地段的应急管理与抢排措施。

海曙：专项清理疏通易积水路段

本报讯（厉晓杭 陈盛竹
余姣姣）昨天上午，北仑区专题部
署防汛抗台工作。按照预案要求，
该区智慧城管中心明确人员职
责，落实专人值班，并要求全体工
作人员保持24小时通讯畅通。

连日来，该区加大了对市政设
施特别是井盖类的信息普查，对辖
区网格内市政设施开展地毯式排

查，发现隐患及时通报排除。值得一
提的是，该区智慧城管中心配合排水
部门收集城区4年多来2000多条积
水数据，运用“大数据”科学分析得出
积水点“差位图”，排水部门有的放
矢，疏通城区雨水管道，改造零星积
水点。台风来临前夕，排水工人根据
积水点“差位图”还设置了易涝点标
识标记。

北仑：用“智慧”筑起安全“城墙”

本报讯（徐欣 张落雁 周
旦）昨日下午，江北区防指全体成
员针对防御“玛莉亚”进行了会
商，部署了相关防台工作。

江北各街道、慈城镇加强了
对水库、山塘、堤防、河道和水闸
等水利工程的安全管理，各类巡
查、预警责任人已进岗到位。另
外，水利及工程管理单位严格执

行水库控制运用计划，提前做好了
水库和平原河网的预排预泄。

江北区加强小流域山洪地质灾
害防御，各类责任人对山洪灾害易
发区、地质灾害易发点等危险区域
开展 24小时巡查监测，做好梯度转
移方案。据江北区民政部门统计，该
区共设避灾场所 70 处，使用面积
82010平方米，可容纳15120人。

江北：24小时巡查山洪灾害易发区

本报讯（记者王博）昨天天刚
亮，鄞州区排水处工作人员就赶
到福庆路一号雨水泵站，进行设
备检修、集水井清淤及防汛物资
补充等工作。鄞州区已完成辖区
内24个泵站的检修保养工作。

在城区主要道路上，园林工人
对行道树进行了整枝，并对易倒伏
断枝的行道树进行及时处理，累计

修 剪 行 道 树 21895 棵 ，清 理 灌 木
256714平方米；在公园、广场及易积
水路段准备了 68台抽水泵，雨具雨
靴367套，应急照明设备296套；在乡
村，农民忙收割，云龙镇甲村种粮大
户张天奎已连续赶工收割了两天；在
海边，咸祥镇的渔民将停泊在横山码
头的渔船转移到了大闸避风锚地，人
员也转移到了安全地带。

鄞州：保养泵站修剪行道树

本报讯（孙吉晶 蒋攀）昨
天，宁海县水利局派出 9 个检查
组赴各乡镇街道检查指导防台工
作。同时，执法人员对泊船码头、
避风锚港开展安全巡查。

宁海县还对全县酒店、旅行
社进行检查，所有景区、民宿、农
家乐 11 日、12 日两天停止营业，
确保台风期间安全。

全县乡镇（街道）党员干部深
入辖区渔港码头、山塘水库、山洪
地质隐患点、在建工程等重点区
域，开展动态巡查。强蛟镇对峡山
码头、薛岙码头等 10 处码头船舶
开展安全检查，排查长畈岭水库、
陈西岙水库等 12 处山塘水库的隐
患，并停建下拦塘海堤加固等在建
水利工程。

宁海：景区民宿暂停营业

江北区应急队伍紧急集结。 （徐欣 摄）

本报讯（沈孙晖 陈光曙
朱妍）象山连日来及时组织海上
作业的渔供船等回港避风，确保
各项防台措施落实到位。自昨天
下午 3 时起，该县启动Ⅲ级防台
应急响应。

据悉，象山县海洋与渔业部
门提前通过手机短信向各镇乡街
道、渔村、渔民发布信息，提醒做

好避风防台准备工作。从前天开始，
要求所有海上作业船只回港，严禁
出海，涉海涉渔休闲渔业一律停止
经营。同时，组织执法艇对辖区港口
码头、近岸海域开展一天两次的巡
航安全检查，严防“溜号船”。

目前，全县 207 艘渔供船已进
港避风，2580 多艘在港渔船已落实
相关防台加固工作。

象山：207艘渔供船回港避风

本报讯（记者何峰 通讯员胡
章）第 8 号强台风“玛莉亚”以每小
时 30 公里的速度朝西北偏西方向
移动，预计今天上午在福建福清到
浙江苍南一带沿海登陆。市气象台
昨天上午 8 时发布沿海海面台风
警报，市防指决定于昨天 12时起启
动防台风Ⅳ级应急响应。我市各地
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防御“玛莉
亚”。

昨天，各区县（市）防指全部启
动防台风应急响应，其中奉化、宁
海、象山启动Ⅲ级响应，各项防御工
作按预案正在有序推进和落实。

截至昨天18时，全市4688艘在
册渔船，除 14 艘在非台风影响区
外，其余 4674 艘进港避风。海事部
门对管辖海区内的 25条无动力船、
24 条在厂维修船只和 39 个涉海在
建项目及 78 条施工工程船进行了
全面排查和保安责任、措施落实，目
前管辖海区内监控到的 737艘非渔
船只均在港内。

昨天，市防指会同海事部门对
海警、海关扣押并停泊在石浦港、象
山港和梅山水域内的 49 条船只实
施了保安责任落实应急督办，现已
收到相关单位整改落实回复。市旅
发委要求自昨天 18时起全市涉海、
涉山景区，涉水旅游项目(包括漂
流)，户外游乐设施及场所必须及时
关闭，并将游客和从业人员全部撤
离至安全区域。据了解，奉化、象山
等地已关闭了景区景点，休闲渔船

已全部进港避风。
按照省防指指令，昨天市防指

已应急调度皎口水库泄流，至 16时
已将水库水位降至台汛限水位以

下，目前全市 32座大中型水库水位
已在台汛期控制水位以下。昨天开
始，各地根据气象部门预报的台风
过程降雨量级，按中水位控制原则

对平原河道进行了合理预排。昨天
下午，市水利局派出 3 个工作组赴
象山、宁海和奉化，督促指导当地开
展防台工作。

全市严阵以待防御“玛莉亚”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员
童高王 林森）为应对台风恶劣天
气，公安交警部门已启动恶劣天气
道路交通管理工作预案，同时提醒

市民，今早外出或需避开积水路段。
据悉，为应对台风期间可能出

现的各种突发情况，我市交警已组
织落实抢险救灾应急救援力量及其

他抢险救灾物资的储备，确保一旦
出现险情，就能迅速赶赴现场。同
时，还加强了对道路交通的管控力
度：对危险路段、易漫水路桥、易积

水和塌方路段开展隐患排查；对短
时间内不能完成治理的设置警示标
识；对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的道路
采取限制通行。

交警部门：加强道路交通管控力度

本报讯（记者张燕 通讯员余
明霞 冯叶）第 8 号台风“玛莉亚”
可能影响我市，市交通委针对行业
特点，落实各项准备工作。截至昨天
下午记者发稿时，全市已转移危险
地区作业人员 16人；停发宁波至厦
门、衢山班线 3 条；322 艘受台风影
响船舶回港避风，部分航线已停航。

在保障人员和基础设施安全
上，我市做好桥梁、隧道、山区公路
以及在建工程（特别是高支架、临水
等工程）安全监管，重点加强对下穿
通道和往年易受灾部位的巡查力

度，做好地质衍生灾害的防范工作；
督促施工企业提前组织转移避险，
做好停止施工作业准备，做好施工
作业人员的安全转移和设备设施的
加固工作，防止事故发生。目前已转
移危险地区作业人员 16人，转移人
员临时安置点3个，转移施工船舶4
条，象山港外干门作业区大中庄通
用码头工程、石浦港区主航道一期
炸礁工程已停工。

交通运输部门重点加强山区公
路、隧道、易受地质灾害路段的检查
巡查力度，确保公路沿线涵洞通畅。

截至目前，我市公路养护部门已完
成养护季度巡查，实现全市国省道
检查全覆盖，对重点防范内容和地
段进行了重点防控。根据台风发展
变化，运管、客管部门对可能影响运
营安全的长途客运班线、危险品运
输车辆、山区公交线路将视情停运，
确保道路运输安全。加强城区公共
交通保障，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满
足群众出行需求。

水上船舶安全方面，受台风影
响的 322 艘营运船舶已回港避风。
象山县石浦—鹤浦高速航线、石浦

环岛游航线、宁海县宁海伍山—台
宁轮渡航线、镇海区九龙湖旅游航
线、东钱湖湖区旅游航线已停航；余
姚市城山渡、慈溪市上林湖、梅湖 2
道渡口、大榭穿鼻渡已停航。

按照防台应急预案要求，我市
交通运输部门已做好应急装备、应
急物资、应急运力、应急队伍等准
备。目前，全市交通运输系统 34 支
应急抢险队伍 1000 余人已准备就
绪，应急机械设备 200多台（件），应
急车辆100多辆，冲锋舟、橡皮艇90
余艘。

交通运输部门：部分班线航线停运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余晶晶）昨天,宁波市教育局发布紧
急通知，要求各地各校高度重视，增
强防御工作意识；加强部署，落实校
园防范措施；加强应急值班和信息
报送工作。

市教育局强调，各地各校要高

度重视，把近期抗台工作作为暑期
学校安全管理的中心工作，抓紧落
实各项防台防御措施。

要及时排查学校安全隐患。特别
是地处山区、海岛、水库区域的学校
绝不能掉以轻心，要重点排查可能存
在的学校周边地质灾害隐患，有危险

的校舍及房屋一律停止使用，有危险
的围墙及树木要及时加固。防止积水
漏电现象发生。学校在建工程的施工
工地要明确施工单位的责任主体，必
要时立刻停止所有项目施工，对居住
在学校建筑工地临时工棚中的人员，
要及时做好安全转移。

要加强对培训机构教学管理，
及时调整暑期教学安排，必要时要
采取停课措施。

此外，各地各校要加强应急值
班，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密
切关注汛情，启动应急预案，有紧急
情况随时报告相关信息。

市教育局：培训机构必要时须停课

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
朱彬彬）市城管局排水公司昨天
传来消息，公司已全面启动抗击
台风“玛莉亚”的各项准备工作，
200多名应急强排人员到位，2万
多袋沙包、130 多台应急水泵以
及水管、控制柜等物资在重点防
御区域安置就绪，7辆强排车、17
辆抢险车整装待发，随时能实施
应急抢险任务。

在市排水公司“智慧排水”中
心，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忙碌地
记录着水位、水量等实时数据，并
通过操作平台发布各类指令，对
排水系统进行调度。据介绍，该

“智慧排水”中心不仅是生产运营
的核心，也是防汛抗台工作的中
枢，集成了实时生产数据、管道流
量监测、内河水位、台风路径、雨
量等信息，共计接入运营数据 3

万多个、管道及管点信息 9.4 万条、
下穿立交、道路等视频 123路，能够
第一时间发现积水险情，及时发布
调度指令进行处置。

中山西路立交一侧建有一座雨
水泵站，该泵站可在暴雨天气下开
启强排水泵，将下穿立交下大量雨
水进行强排，确保立交下道路通
畅。市排水公司泵站运营分公司经
理徐章介绍，他们已在 6 月前完成
了 10 座下穿立交排水泵站的自查
和整改，对中山西路、苑西等泵站
的发电机组、水泵进行了内部升级
改造，进一步提升了排涝能力，同
时对所有泵站内配电间电缆沟进
行了封堵，将沉井和雨水沟进行
了清淤，并完成了发电机组、发电
机车和应急水泵等设备的试机运
行，补充了沙包、水带和油料等防汛
物资。

市城管排水公司：
2万多袋沙包130多台水泵就位

昨日 12 时，宁波电网启动
防台风Ⅲ级应急响应，进入 24
小时应急值班状态。随后，我市
各级电力部门针对变电所周边、
线路走廊内的临时建筑物和塑料
大棚展开特巡，排查、治理电力

设施地质次生灾害隐患，妥善安排
抢修队伍、救援装备和物资，确保
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图为国网慈溪供电公司输电运
检班工作人员正在加固铁塔周边的
塑料大棚。（姚科斌 徐展新 摄）

巡检防台“生命线”

昨天，受台风“玛莉亚”外围影响，甬城风起云涌。 （周建平 摄）

本报讯（记者王珏 奉化记
者站严世君）昨天，奉化农林部门
60 多名农技人员，奔赴田间地
头，对蔬菜、水果、粮油作物等进
行分类指导，并帮助农民抢收已
成熟的水蜜桃、早稻。

昨天下午，农技人员先后到
西坞街道茗扬村、骆角江村、虎啸
刘村和江口街道三迸桥村、浦口

王等地，针对早稻收割开展技术指
导。目前全区已抢收早稻 600多亩。
当前正是奉化水蜜桃上市高峰期。
奉化林特总站技术人员赶赴各大水
蜜桃基地，指导桃农防御台风，抢摘
早熟水蜜桃，尽可能减少损失。奉化
种子管理站则及时把低洼地区仓库
的农作物良种转移到地势较高处，
确保良种安全。

奉化：农技专家奔赴一线开展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