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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超强台风“利奇马”
不断逼近。我市干群积极行动，未
雨绸缪，防御超强台风。

进入成熟期的黄桃一旦被台风
侵袭，就可能颗粒无收。昨天，在北
仑小港街道渡头董社区的田地里，
社区党员志愿者热火朝天地帮助农
户王岳兴进行抢收，力求将台风带
来的损失降到最低。渡头董社区党
支部书记郑蕾得知情况后，主动为
其联系了水果店进行购买对接。

无独有偶，在小港谢墅社区的
枫翠农场，有一群党员志愿者正在
辛苦劳作。短短一个多小时，8名
党员志愿者帮助农户采摘翠冠梨近
500 公斤，随后社区为农户对接好
了买家。

地势低洼的小区往往是受台风
影响严重的“重灾区”。望京社区
是江北慈城老旧社区，地势低洼。
从昨天上午开始，社区便开始组织
网格长和党员、志愿者挨家挨户做
好宣传工作，加强居民的防汛意
识。同时，对辖区内的平房、楼房
顶层、地下室、通信路线等进行重
点排查，搬离危险易坠物，将危房
内的居民进行劝离，搬至社区安置
点。在鄞州东胜街道王家社区，防

台紧急预案启动后，工作人员抓紧
时间巡查低洼地段、安装抽水泵、
疏通下水管道。在姜山镇星城社
区，工作人员及时对小区内的绿化
进行加固，对楼道、停车库等有安

全隐患的区域再三巡查，对于巡查
过程中发现的低洼地段、危房动态
等安全隐患及时上报，确保将台风
对社区带来的影响降至最低。

在余姚，工作人员对该市 34

座 110 千伏变电站和 13 座 35 千伏
变电站开展全面巡查，重点对排水
沟、天沟等进行疏通。输电人员和
各个基层供电所出动特巡力量，对
位于风口、线路通道较差和易发生
山体滑坡等位置的线路杆塔基础、
拉线、护坡进行专项排查，做到发
现隐患立即消除，确保电网“零缺
陷”。

在海曙横街镇，技术专家忙着
检查未采收的果园以及大棚、排水
设施等，并指导农户进一步加强对
葡萄、猕猴桃等大棚设施的管护，
落实加固措施，全面清除安全隐
患。在横街英子家庭农场，专家向
农户细心指出，对葡萄大棚的所有
棚架，要用竹条、铁丝等进一步加
固，绑紧扎牢，还要检查排水设
施，确保正常使用。

从昨天开始，镇海 6个乡镇街
道启动防汛值班制度。相关危旧
房、低洼地人员已按时搬离；在建
工地全部停工，工人有序撤离。辖
区内的各级避灾点已全部启用，避
灾点内凉席、睡毯、食物等物资已
基本到位。慈溪全市市镇村三级
500 余名行政防汛责任人全部进岗
到位。

众志成城，我市干群全力防御“利奇马”

昨天早上，海曙区南门街道马园社区在往年台风季容易积水的楼道搭
建便民桥。这种简便的桥长 8米，拆解折叠后只有 1米长，高度可调，非
常灵活方便，是社区特意设计定制的。

（刘波 严裕成 摄）

本报讯 （记者余建文 沈孙
晖）“根据县防台指令，现在进入
Ⅲ级防台响应，所有渔船开往新桥
崇堍港锚地防台避风……”接到通
知后，昨天下午 1 时多，浙象渔
30311 单拖渔船船老大奚海鸿驾驶
渔船，从石浦东门港出发，前往新
的避风锚地。

一路上，不断有渔船加入这支
“转港大军”，船队浩荡，蔚为壮
观。很多石浦渔船是头一次经历防
台转港，船员感觉蛮新鲜的。

台风“利奇马”来势汹汹。市农
业农村局相关部门人士介绍，根据
对台风线路的研判，“利奇马”袭击
象山时风力可达 16级，而石浦港抗
风等级才 14 级，这么多船挤在一
起，极易发生不测。根据市里的安排
部署，石浦港里的渔船全都转移到
三门湾内的新桥崇堍港锚地避风。

这趟转港，渔船要在海上航行
约 5 个小时。当天，象山派出了 6 艘
指挥船、3 艘渔政船和 3 艘护渔船，
协助渔船船队进入新桥崇堍港锚地
避风。

县水利和渔业局副局长俞设说，
这次转港的都是长 12 米以上的大
船，有2000余艘，要在9日上午10时
前全部进入锚地避风。到8日下午7
时半，已有500多艘渔船顺利转港。

象山2000余艘渔船大转港避风

转移到新桥崇堍港锚地的渔船。 （陈挺 摄）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员
魏杨 郑超雷） 昨天下午，我市交
警部门发布出行提醒，建议市民先
检查车况，尤其是轮胎、灯光及雨
刮器等设备，行车时要控制车速并
保持车距，同时尽量避开积水路
段。

据悉，为应对台风期间可能出
现的各种突发情况，我市交警提前

组织落实抢险救灾应急救援力量、
救援设备、装备器材、自身防护物
品及其他抢险救灾物资的储备，一
旦出现险情，确保第一时间赶赴现
场。

同时，交警部门加强了对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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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时，将根据风雨情

况，对一些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的
道路采取限制通行等措施。

此外，交警部门特别提醒市
民，山区道路易出现滑坡及塌方
等突发状况，前往时一定要注意
安全，及时关注交警发布的道路
信息，尽量避开危险路段；确实
无法避开时，应减速慢行，仔细
观察道路情况，确认安全后尽快

通过。
高速交警也发布了高速行车安

全提醒。高速交警称，台风天上高
速车辆较平日会有所减少，但车速
仍较快，易发生车辆打滑引发的单
车撞护栏事故。目前，高速交警已
加固了路上的水马，并且检查了边
坡，做好了排水清理工作，准备迎
接台风到来。

交警部门加强道路交通管控
提醒市民注意出行安全

本报讯（张燕 黄跃光 钱惜
红） 受 台 风 影 响 ， 截 至 昨 天 23
时，宁波机场已确定今天取消的客
运航班22架次，其中包括GS7613/
4 （西安-宁波-西安），GS7805/6

（天津-宁波-天津），MU2009/10
（宁波-台北-宁波），NS3233/4
（石家庄-宁波-石家庄），SC2159/
60 （青岛-宁波-青岛），CA1839/
40 （北京-宁波-北京），CA1541/
2 （北京-宁波-北京），JD5253/4

（大 连 - 宁 波 - 大 连）， JD5241/2
（西安-宁波-西安），JD5359/60
（三 亚 - 宁 波 - 三 亚）， CA4518/
4550（万州-宁波-重庆）。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

计划对 8 月 10 日、11 日经由相关
线路区段的旅客列车采取停运、停
售车票措施。目前确定 10 日停运
范围为：甬台温铁路、金温铁路全
天停运；10 日 12 时后杭甬高铁、
萧甬铁路停运；10 日 16 时后金山
铁路停运；10 日 20 时后沪杭高
铁、沪杭普速铁路停运。自发稿时
起，将暂停发售11日部分车票。

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台风路径
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
度等实际，适时采取停运、停售、
限速、迂回、折返、加开、恢复开
行等措施，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
案，确保旅客安全出行需要。

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

可于票面乘车日期起 30 日内 （含
当日） 持车票到车站窗口办理退票
手续；在中国铁路 12306网站购买
车票的旅客，如尚未换取纸质车
票，可在网站直接办理退票。以上
均不收取手续费。

又讯（记者张燕 通讯员余明
霞） 市交通局以保基础设施安全、
保工程施工安全、保道路交通畅
通、保水上船舶安全为重点，积极
主动应对，密切关注动态。

截至昨天 18 时，全市 22 个交
通建设工程，已停工 12 个，转移
施工机械 45 台 （件），转移人员
423人，设置临时安置点 20个，37
艘施工船舶已全部转移；姚江船

闸、蜀山船闸已停止运营，10 条
水路客运航线全部停航，23 个渡
口已停航 16 个，其余 7 个今天 12
时前停航，628 艘在籍营运船舶
中，受本次台风影响的有 383 艘，
已采取避风措施船舶286艘、停航
及在修船舶 30 艘，其他船舶视所
在海域海事指令进行避风。

又讯 （记者张燕 通讯员冯
叶） 截至7日22时，市公路局已对
所有县级公路部门和高速业主经营
单位通知到位，并积极开展隐患排
查。

公路路政、养护管理部门加强
上路巡查，建管部门及时向公路工
地提出预警，对在建工程、长大隧
道、易发生塌方路段、临水临崖路
段进行重点检查，并根据发现的隐
患落实整改措施，对暂时无法整改
的隐患设置警告标志。

经过前期防台工作部署，全市
各级公路部门和高速公路经营单位
高度重视，应急队伍、物资及设备
已处于临阵待命状态。全市共储备
12支应急抢险分队，队员1178人。

今天22架次航班取消
明起铁路大范围停运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余晶晶） 昨天，市教育局就台
风应急响应提升为Ⅲ级紧急部署
防御工作。

市教育局要求，各地各校建
立值班制度，在思想、人员和物资
储备等方面做好各项防御准备。

各在甬高校、全市各中小学
幼儿园要迅速安排人员，开展一
次校园安全隐患排查，对校舍、
在建或维修工程、校园内悬挂的
广告牌、校舍阳台摆放的绿色植
物、用电线路、排水系统等开展
一次全面检查，该加固的加固，
该转移的转移，该疏通的疏通，

确保校园不发生各种安全事故。
地处山区、海岛、水库区域的

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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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有在建或维修工程的，要
落实施工单位的主体责任，督促施
工单位按照防台防汛要求落实各项
措施，对居住在学校建筑工地临时
工棚中的人员，做好转移工作。

在台风影响区域开展军训、社
会实践或实习的师生，立即停止军
训、社会实践或实习活动；各类社
会培训机构也要停止一切相关教学
活动。

市教育局

社会培训机构
停止一切相关教学活动

本报讯（记者朱军备 通讯
员陈丹）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地
质灾害应急响应工作指挥部决
定，自昨天下午 5时起，启动地
质灾害Ⅲ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区
县 （市） 密切关注“利奇马”移
动路径、强度和天气、水情雨情
变化，及时形成预警预报信息，
视情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加强风
险预警会商，加密地质灾害监测
巡查，加强值班值守和监测预
警，协助当地政府及时转移危险

区域的群众，以手机短信形式通知
各区、镇、村、各级群测群防防灾
责任人和监测员，要求他们及时收
集、核实、反映各监测点情况，切
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工作。

昨天下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地质灾害应急响应工作指挥部召
开了全市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视频会
议，提出了深入隐患巡查、对采矿
山或修复中的矿山以及临时居住场
所和偏远山区人员重点排查等 6点
要求。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启动地质灾害Ⅲ级应急响应

本报讯（记者孙佳丽 通讯
员鲍伟伟） 昨天，记者从我市重
点批发市场了解到，目前我市主
要菜篮子商品供应充足。为应对
此次台风天气影响，市商务局将
加大货源调运，帮助指导有关菜
篮子企业制订货源组织计划，密
切产销衔接。尤其关注生猪屠宰
经营大户生猪调运情况，组织市
蔬菜副食品批发交易市场增加调
运数量，确保蔬菜供应量和品种
需求。

同时，做好对各储备情况的检
查落实，保障市本级 5万头生猪活
体储备、500 吨进口冻猪肉经营性
储备、200 吨出白禽经营性储备、
1 万吨蔬菜经营性储备以及 450 吨
豆类原料储备，指导储备企业做好
生猪、蔬菜等菜篮子商品的应急调
运准备，优先保障我市的生猪屠
宰、蔬菜、水产批发、豆制品等加
工流通骨干企业供货，发动我市菜
篮子商品平价供应点增加市场投放
量，确保稳定供应。

市商务局

全力保障菜篮子市场供应

本报讯 （记者余建文 黄
程） 昨天下午，市农业农村局派
出 10个防台检查组，赶赴各区县

（市），重点对在建水利工程、行洪
河道、水文遥感设施、景区农家乐
等的防台准备情况进行检查。林
特技术专家走进葡萄、猕猴桃种
植基地，指导果农清沟排水、加固

大棚支架，提升扛风雨能力。
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负责人介

绍，这次台风带来的暴雨，对大黄
鱼、南美白对虾等养殖影响比较严
重。养虾户要适当增加饲料投喂，
做好水质检测和供氧设施等保障，
严密观测。一旦出现病害现象，及
时向技术部门求助。

市农业农村局

兵分10路检查防台准备

昨天下午，宁波尚蔬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内，工作人员在检查调试
强排水泵，做好防台抗台准备。 （记者 徐能 摄）

昨天，位于鄞州区姜山镇的一菜篮子基地内，农户抓紧抢收空心菜
装车。随着“利奇马”的不断逼近，我市各蔬菜基地纷纷进行抢收，确
保市场供应。 （记者 徐能 摄）

22 严阵以待严阵以待 ““利奇马利奇马””特别报道特别报道
20192019年年88月月99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
一版责任编辑一版责任编辑//陈陈 达达
二版责任编辑二版责任编辑//朱朱 雯雯

迎迎战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