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苏振华报道：记
者13日上午从市三防指挥部防
御台风做好工地等临险人员转移
安置工作会商会上了解到，截至
13日我市已排查出各类临险人
员近11万人，其中在建工地人员
超过8万人。全市已落实可供避
护安置场所约270处。会商指出
要采取紧急避护、投亲靠友等多
种安置方式，确保人员安全。

会上，我市各区、各相关部门
介绍了转移安置准备工作情况，
协调解决的一批重要问题。

横琴新区

临险人员达 21000 余人。
可供开放避护场所15个，安置面
积超过34000平方米，高峰安置
人数为21850人。可满足以上人
员安置需求。

香洲区

临险人员达 16000 余人。
可供开放避护场所108个，安置
面积超过24万平方米，高峰安置
人数为37000余人。

金湾区

临险人员达 15600 余人。
可供开放避护场所30个，安置面
积超过65000平方米，高峰安置
人数为21000余人。目前当地
红旗社会福利中心已开放，其他
避护场所本周五全部开放。

斗门区

临险人员达 13000 余人。
可供开放避护场所20个，高峰安
置人数超过19900人。由于当
地在建工程多，工地人员较集中，

存在转移安置回流的可能。当
地近期将加强各安置点检查与
值守，防范突发情况。

高新区

临险人员过万人。可供开
放避护场所29个，主要为当地
中小学和中大珠海校区体育
馆，高峰安置人数为5400人。
剩余人员可回家或投靠亲友。

保税区

临险人员达 2800 余人。
可供开放避护场所30余处。
当中绝大多数安置点设在企业
内，由于该区属海关监管区，目
前，属地政府部门已加强协调，
提出紧急庇护需求。同时，当
地还对各避护场地展开自查与
监督抽查工作。

万山区

临险人员达700余人。可
供开放避护场所16个，可安置
1250余人。受防风航班调整
影响，目前桂山、东澳、万山等
岛液化石油气、油料不足，未来
两天需协调货运船只运送以上
物资。会商期间，相关部门加
以协调，将解决该问题。

高栏港区

临 险 人 员 达 11000 余
人。可供开放避护场所 20
个，安置面积超过12200平方
米，高峰安置人数为6000余
人。剩余近半数临险人员主
要为平沙镇种养户，在安全地
区有居所，可自行回家或投亲
靠友。

全市已排查出各类
临险人员近11万人

已落实可供避护安置场所270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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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
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不信谣言，
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

2.处于低洼地区、山体滑
坡等地质灾害易发地区的人
员，要提高警惕，尽早了解撤
离路径和政府提供的避风场
所。

3.停止一切高空及户外
危险作业。

4.渔船回港避风，停止游
泳、乘船出海等一切水上活动。

5.取消露天集体活动或
室内大型集会，并做好人员疏

散工作。
6.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

物，将阳台、露台、窗台等处的物
品及早搬离，避免高空坠物。

7.用胶布贴成“米”字图形
紧固门窗玻璃，以防破碎。

8.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
设施是否安全，清理排水管道，
保持排水畅通。

9.备好手电筒、收音机、食物、
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以备急需。

10.车辆要移至高处或排水
通畅的车库内，勿停在路边障碍
物下或易积水处。

台风来前“十注意”

1.尽量不要外出。
2.如在户外行走，应尽量

降低重心，扣紧衣服，减少受风
面积。

3. 不在临时建筑物、广
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
风，不在滨海景区滞留、观
浪，不在靠海路堤或桥上行
走，不在强风影响区域开车。

4.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
垂或断折时，切勿靠近、触碰。

5. 路面开始水浸时，切

勿驶入立交桥的底层或下沉式
隧道中。

6.不进危房、不入工棚、不搭
帐篷，到坚固结实的房屋中避风。

7.关紧门窗，不靠近窗边。
8. 如家中不慎进水，应立

即切断电源。
9. 如伴有雷电，则采取防

雷措施，关闭电器等易引雷击
的设施。

10.听从指挥，必要时停工
停业停课停市。

台风避险“十注意”

本报讯 记者陈翩翩报道：
记者13日从市海洋农业和水务
局、广东省渔政总队珠海支队
获悉，目前全市1952艘渔船已
回港避风，137名渔排作业人员
均已转移上岸；农业生产一线
包括种植业、养殖业等，也根据
生产实际，加强防范，尽全力将
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及损失降
到最低。

按照市委、市政府及市三防
部门的统一部署，我市渔政部门
自11日起，迅速启动相应预案，
采取有效措施加强防御，全力确
保船舶及人员安全。

记者采访了解到，渔政部门
通过渔业安全生产指挥系统平
台，持续向辖区所有渔船发送防
范台风回港避风信息。同时全
天候在香洲渔港码头，利用高音
广播循环播放防台信息以及相
关提示性通知，并根据实际，按
照抗风能力等级，先小后大，分
类型、分批次组织香洲渔港内渔
船转移。

香洲渔政大队也及时召集香
洲渔港内外省市籍渔船、港澳流
动渔船、特种辅助渔船和大型拖
网渔船等船主召开会议，传达相
关文件通知精神，要求其转移到
安全港口避风。

至记者发稿时，香洲渔港内
所有小型船舶和行动迟缓的维修
船舶等共计300多艘渔船，已经
转移完毕，余下的200艘大型渔
船将根据潮汐情况，预计在14日
中午12时前全部转移到东莞、中
山、湾仔等安全港口。

又讯 记者从市港澳流动渔
民工作办公室获悉，市流渔办正
全力部署和落实防御台风工
作。截至目前，已经通过流动渔
民工作信息平台、微信公众号以
及“连心工程”联络员等，多渠道
向所有共计1185艘流渔船发出
或下达了回港避风通知、指令，
大部分渔船已经回港避风。市
流渔办还将继续跟进落实，确实
做到渔船“百分百”归港、人员

“百分百”上岸。

多部门多举措全力防范双台风

全市1952艘渔船已回港避风

本报讯 记者宋爱华报道：
为全力做好台风“山竹”的防御
工作，连日来万山区全面落实
各项防御措施，及时转移临险
人员，确保海岛人民群众的生
命财产安全。截至12日中午，
623艘万山在册渔船全部回港
避风，135名渔排作业人员全
部上岸避险，疏散游客926人。

近日，万山区迅速召开会
议对台风的防御工作进行全
面部署，已启动区、镇24小时
值班、领导带班制度，相关领
导要在海岛一线指挥防风工
作。首先，全面开展防风安全
隐患排查工作，重点对水库、
施工场所等风险点进行排查，
加固高空构筑物、广告牌、简
易工棚等可移动物体，建立管
理台账，做到及早处置消除隐
患。同时根据《万山区突发性
地质灾害防御预案》，加强对
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排查和治
理力度，安排巡查专员全天不
定时逐一巡查，对易受灾危险
区域人员发出预警信息并提
前转移，严禁台风登陆前有人
员回到危险地带。

万山区还加强了对海上船
舶及作业人员的安全管理。连

日来万山区不断向海上船舶和
渔业养殖等作业人员发布防风
避险预警信息，组织渔船回港
避风，渔排作业人员上岸避
险。对在港休渔船舶、“三无”
船舶、休闲渔船加强安全管理，
防止这些船舶冒险出海。针对
旅游景区，万山区近日关停海
岛所有景区、沙滩等处的旅游
场所，停止了景点的一切水上
活动，严禁游客出海、垂钓等休
闲活动，以确保游客安全。同
时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海岛
电视插播、码头电子屏幕等，滚
动播放防风预警、停航和人员
紧急撤离等应急信息，劝返游
客与居民。截至9月12日14
时，疏散游客926人，留岛游客
67人已全部进行妥善安置。

据了解，截至目前万山区
已开放所有避护场所，加快补充
应急避护物资。同时及时做好
民政服务对象、低保户、特困人
员、残疾人员的上门巡查、安置
工作，确保转移人员吃、住、穿、
医等基本生活有保障。人民医
院目前也已针对海岛开启绿色
通道，海岛各镇卫生院全天候值
守，应急药物、器材全部到位，随
时待命紧急救援。

万山区全力防御台风“山竹”
渔排作业人员全部上岸避险 疏散游客926人

本报讯 记者陈翩翩报道：
13日，市海洋农业和水务局组织
相关技术人员，分组深入农业生
产一线指导防风抗灾及生产工
作，确保农业生产及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当天，市现代农业发展中心
相关农业技术人员分赴生产一
线，展开生产、抗风防风等技术
指导。水稻、果树专业技术人
员先后来到斗门区乾务镇马山
村、新村、虎山村，莲洲镇十里
莲江公司与东湾村，以及斗门
镇小赤坎与大赤坎村等地，检
查并进行技术指导。水产养殖
专业技术人员先后来到水产养
殖重点区域，包括金湾区育成、
龙胜、探海和斗门区长丰、湖
江、长丰、大粤农，以及高栏港
海绿水产等水产养殖基地进行
技术指导，教授养殖户做好应
对措施以减少损失。

蔬菜、花卉等园艺作物技术
人员，也相继奔赴台创园、盟翔农
庄、蓝天棕榈、绿盈园林等生产基
地、农园现场进行指导。畜牧专
业技术人员则来到裕禾鸡场、陈
家健鸡场等5家养殖场，提醒养
殖大户做好台风预防措施，加强
家禽病害防疫等。

又讯 13日，市三防办等组
织检查组，对前山河流域、前山
河大型拦污栅重建项目、中珠
联围海堤、木乃南堤段等在建
水利工程进行实地考察与防风
工作检查，严格落实防风“五个
百分百”工作要求，严禁恶劣天
气冒险户外作业，落实必要的
停产、避险措施；同时，检查组
还检查了各处的防汛仓库，要
求做好三防应急物资、装备等
准备工作，确保出现突发情况
时，能第一时间响应、迅速组织
力量展开处置。

农业技术人员奔赴生产一线指导防风

数十人分组展开技术指导

本报讯 记者赵岩报道：13
日，记者从金湾区市政园林管理
服务中心获悉，珠海机场的重要
排洪设施——机场前双向共10
公里排洪渠，预计台风“山竹”来
袭前可基本完成清淤工作。届
时，该处排洪渠将恢复设计之初
的排洪能力。

13日中午，记者在珠海机场
前的机场路（金海东路）看到，数
十台清淤车辆正在加紧施工。工
人们使用高压水枪等清淤设备，
正向道路下的暗渠进行冲砂、清
淤。在现场，不断有泥沙被清理
出来。遇到难以清理的杂物，工
人还会下到井内进行清淤。据
悉，此次清淤范围总计10公里，
目前整个清淤完成了近9成，预
计15日，台风“山竹”来临前可基
本完成。

“这是机场路建成以来，最为
彻底的一次清淤工作，将恢复该
处排洪渠的设计排洪能力。”金湾
区市政园林管理服务中心相关负
责人介绍，今年8月11日，金湾
特大暴雨，珠海机场发生水浸。
为避免珠海机场再次水浸，金湾
区机场前面路段的排洪渠，作为
机场最为重要的排洪设施，成为
首要清淤对象。

据悉，今年 7月开始，金湾
区即投入6000万元，展开了排
水管网健康度检测及雨污混接
调查项目。该项目首先对金湾
的排水市政管网进行清淤。珠
海机场发生水浸后，专业的清
淤队伍立即放下其他路段清淤

工作，将主要力量优先保障珠
海机场清淤。据统计，从 8 月
14日开始，珠海机场水浸后三
天，机场门前排洪渠清淤工作
就正式展开。该施工队伍每天
平均出动70人、30台车，30天
共计出动 2100 人次，900 辆车
次，总计清理出约5000立方米
杂物。

“这次清淤遇到不少困难，特
别是管网内出现大量异物，成了
清淤的难点。”施工队负责人介

绍，机场东路建成近30年，历
史遗留问题多。其中，作为暗
渠，里面却有数十块直径1米
大小的石头、大型油桶，甚至是
沙袋阻塞暗渠，导致排洪能力
比设计初期降低了50%。此
外，由于暗渠仅1.2米高，清淤
机器人无法进入，遇到大型石
块，只能由人员从井内钻入排
洪渠，将石块、沙袋推出，施工
难度不小。记者在附近的清理
物临时堆放区看到，有不少沙

袋和大型石块。
金湾区市政园林管理服

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清
理排水管网中的各种废物，
也是此次排水管网健康度检
测及雨污混接调查项目的重
要组成部分。预计到明年 3
月份，全区的排水管网将完
成彻底清淤和健康度检测工
作。根据检测结果，金湾将
针对排水管网中存在的弊端
进行整改。

珠海机场避免台风来袭水浸

双向10公里排洪渠清淤即将完工

本报讯 记者宋雪梅报道：据
市气象局消息，超强台风“山竹”
正逐渐向华南地区靠近，将于16
日-17日严重影响我市。市安监
局（市安委办）向全市企业发出提
醒，根据相关部门发布的防台风
要求，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同时提
前做好防御工作。

市安监局（市安委办）提醒全
市企业要加强组织领导，全面动
员，紧急部署。重大危险源、危险
化学品储存使用单位、易燃易爆
仓库、码头堆场、建筑施工工地等
重点区域、重点部位更要做足安
全措施。必须进行一次全面的安
全检查，提高防范意识，落实安全
措施，加强物资储备。台风、暴雨
期间，禁止高空等户外危险作
业。危旧房屋、简易工棚、低洼易
涝地区、地下车库等区域需要对
进行重点的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相关单位应做好防雷措施，加强
用电管理，防止雷击、台风带来的
触电伤亡事故和人为的误触伤亡
事故。海上作业渔船、施工船舶、
商船应当回港避风，作业人员上

岸避险，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
走锚、搁浅和碰撞。

市安监局（市安委办）提醒市
民，台风期间切勿随意外出，应尽
可能待在防风的安全地带，确保
老人小孩留在家中最安全的地
方，危房人员应及时进行转移。
车辆尽量不要停放在广告牌、大
树下面。当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
会减小或者静止一段时间，切记
强风将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
在安全处避风。另外，强降水可
能会引发山洪、地质灾害，市民应
尽量远离山地等具有隐患的危险
区域。

市安监局（市安委办）提醒，台
风来临，各部门和企业务必根据相
关要求启动应急预案，加强应急值
班值守。市民应密切关注天气预
警信息，提前清理阳台杂物，备足
胶带、“米”贴玻璃；储水备粮、备好
电筒，提前做好防御工作。

市安监局（市安委办）发布台风防御提醒

及时启动应急预案
提前做好防御工作

本报讯 记者张晓红报道：
13日记者获悉，珠海市住规建局
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做好人员转
移等防御工作，避免台风影响建
筑工地安全；同时严禁在任何在
建工地地下室、临时建筑物、未竣
工建筑物安置工地人员。

市住规建局要求，各单位提
前做好人员转移准备工作，提前
联系好避护场所，准备交通工具，

不得在任何地下室、临时建筑物、
未竣工建筑物安置工地人员。项
目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在台风
防御期间必须在岗，一旦启动Ⅱ
级响应，必须立即100%转移工
地人员，人员转移完成后，项目负
责人、安全管理人员方可撤离。

此外，各个工地已经行动起
来，排查加固活动板房、围挡、脚
手架、施工用电等设施。

市住规建局要求做好人员转移等防御工作

工地排查加固脚手架等设施

9月13日上午，工作人员对机场路排洪渠进行清淤。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