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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气象台发布

红警！
本报讯 今年第 9号台风 “利奇马”（超强

台风级） 的中心已于今天 1时 45分在浙江省
温岭市登陆， 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 16

级（52米/秒），中心最低气压 930百帕。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9日电（高敬 韩佳诺）

今年以来登陆我国最强的台风来了！中央气象
台 9日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台风“利奇马”

将于 10日凌晨到上午在浙江象山到苍南一带
沿海登陆，最大可能在浙江台州到乐清一带沿
海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强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级
（14 至 16 级，45 至 52 米/秒），11 日前后移入
黄海，12日将再次登陆。

中国气象局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首
席预报员钱奇峰介绍，12至 14日，“利奇马”将
在山东半岛附近缓慢移动或回旋少动，影响时
间长，山东等地需注意防范持续性强降雨的不
利影响。

公安启动应急预案
加大街面警力投入
本报讯 （记者 邬林桦） 为全力做好台风

“利奇马”防御应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和城市正常运行，上海公安机关迅
速启动防汛防台专项应急处置工作预案，加大
街面及备勤警力的投入，采取屯兵街面、叠加
巡逻、定点守护等方式，突出显性用警，确保快
速出动、快速处置各类突发险情。

全市公安民警在街面和居民社区巡逻过
程中，注意发现排除各类安全隐患，稳妥处置
各类报警求助， 提前落实针对性防范措施，最
大限度确保群众人身安全。 交警满岗满员执
勤，加大主要路口秩序维护力度。轨道公交总
队加强对轨道线路、站点的安全防范检查。

武警抽组兵力确保
依案而动快速行动

本报讯 （记者 陈琼珂 通讯员 谢乐威
李奎 陆振鑫） “房屋倒塌，两名群众被困，情
况危急！”9日下午， 为提升部队官兵应急处置
能力，武警上海总队机动二支队严密组织抢险
救援各项演练。此次演练以“利奇马”登陆上海
为背景，着眼最恶劣天气、立足最不利情况，防
范最极端事件，共设内涝、风暴、电击等 6种情
况 10余种险情， 全面锤炼部队应对各类突发
险情的实战能力。

武警上海总队还及时对接市、区两级防汛
指挥部，力争抢险救援主动。同时，总队组织修
订行动方案，最大量抽组兵力，精确指挥和力量
编成，确保遇有灾情能够依案而动、快速行动。

消防力量集结前置
全员在岗防御台风
本报讯 （记者 邬林桦）台风“利奇马”从

昨天开始影响本市， 为应对强降水及大风天
气，上海市消防救援总队紧急启动防汛防台应
急预案，全员在岗进入实战状态。

针对台风降雨量大、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
长的特点， 上海市消防救援总队强化力量集结
前置，组建1个突击队、9个前置驻勤队伍，共500

余人已抵达沿海沿江和地势低洼区域， 装备全
部随车装运。同时，启动社会联勤保障机制，备
足应急保障物资，完成所有执勤车辆和防汛器
材检查维护，包括111辆防汛车、54艘舟艇、204

具潜水装具和6000余套水域抢险救生器材已
全部准备就绪。尤其对往年多发的城市内涝积
水险情，消防救援总队已组织预先熟悉调研全
市575个城市道路下立交、13条越江隧道和104

个易积水路段，并制定了“一点一方案”。

海陆空影响扩大
本报讯 （记者 王力）昨日，台风“利奇马”

的影响逐渐显现，长三角铁路率先更新了停运
方案，停运范围扩大不少，具体情况如下：

9日 18时至 11日 9时，甬台温铁路停运；

9日 18时至 10日全天,金温铁路停运；10日 7

时至 11日 9时， 沪昆高铁及沪昆普速铁路杭
州至金华段停运；10日 7时至 11日 6时,杭甬
高铁、 萧甬铁路停运；10日 8时至 11日 6时，

杭黄高铁停运；10日 8时至 11日 10时， 宁杭
高铁停运；10日 8时至 11日 6时， 沪杭高铁、

沪杭普速铁路停运；10日 16时至 11日 15时，

金山铁路停运；10日 21时至 11日 18时，京沪
高铁、沪宁高铁、京沪普速铁路上海至镇江段
停运；11日 2时至 11日 18时, 宁启铁路扬州
至启东段停运；11日 6时至 11日 20时, 新长
铁路海安至盐城段停运。

上海海事局昨日 17 时 30 分启动 II 级防
汛防台应急响应，安排全局 300余人在岗应急
值守。当天下午，洋山港、吴淞口省际客轮、崇
明三岛客轮、黄浦江游览船、轮渡全部停航避
风；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临时关闭，3艘邮轮推
迟进港计划，选择安全海域避风。

航空方面，昨日各大航空公司实时更新航
班取消情况，受影响航班数量不断增加。截至
昨晚 9时，东航方面已取消 9日至 10日杭州、

温州、宁波、上海等地机场进出港航班共计 300

多个班次； 吉祥航空已取消 9日至 11日航班
285架次，10日除赫尔辛基航班外， 其余上海
进出港航班全部取消；春秋航空也取消了 9日
至 10日共计 100多个班次的航班。

截至今日凌晨共转移 25万余人、地毯式走访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

城区守牢群众安全底线
■本报记者 唐烨 周楠 黄尖尖 舒抒

上海市防汛指挥部今天 1 时 30 分宣
布，截至 8月 9日 24时，全市人员转移撤离
工作顺利结束，共转移安置海塘外作业施工、

船民和危房、工地临房内人员 25万余人。

尽管并非正面登陆地， 但昨天上海中心
城区已积极行动，做好排查与防汛预案，守住
城区安全底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全力安置危房中居民
老旧住房是上海中心城区重点排查的对

象。在静安区，静安寺街道辖区内历史保护
建筑占全区的 25%。昨天一早，居委干部挨
家挨户上门检查老建筑的安全情况。

在虹口区， 四川北路街道老房子较多，

街道建立了分级安全检查制度， 组织职能单
位与居委，重点开展查组织、查预案、查物资、

查通信、查人员、查隐患的分级检查制度。

各区党员干部最为担心处于危房中的居
民，昨天，各区全力做好危房人员撤离的准备
工作。昨天，北外滩街道提篮桥居委社区干部
24小时全员值守，主动联系辖区内长青学校
安置点，提前做好人员撤离场地准备；对危房
内80岁以上的独居老人，联系其子女或亲朋
好友将其转移；对全部危房及地势低洼房屋
居民发放麻袋，做好相关应急准备。

为老人送上“服务套餐”

大风大雨即将来袭，如何让独居老人等
群体安度台风天？昨天，中心城区的街道与
居委干部为他们送上了“台风天服务套餐”。

昨天一早， 黄浦区淮海中路街道大华居委
干部，为辖区内 52户独居老人、纯老家庭挨家
挨户送去桶装饮用水。 细心的大华居委干部还
发现， 独居老人和纯老家庭在台风天投放分类
垃圾存在一定困难。于是，居委组织社工和志愿
者开展互助行动， 与这些老人商定了上门收取
垃圾的时间，也通过这一方式查看老人的安全。

在黄浦区龙泉居民区与宝山区吴淞居民

区，昨天，居委发动所有包块干部和“老伙伴”

志愿者地毯式走访了辖区内的孤老、 独居老
人、纯老家庭、残疾老人，对他们进行了必查
“三部曲”：把窗台、晒台的花盆等物品搬进来，

对空调外机支架进行加固，储备好基本用水和
两三天的口粮。 居委干部还再三叮嘱老人们：

“有事就找居委，居委干部就是你们的‘外卖小
哥’”。

整改高空隐患、停航游船游艇、预降内河水位、撤离危险区域人员……

沪郊构筑坚固三角防御
■本报记者 茅冠隽 王志彦
黄勇娣 杜晨薇 李成东

记者从本市各郊区了解到，昨日，沪郊
各相关单位均已进入迎战状态，用整改高空
隐患、停航游船游艇、预降内河水位、撤离危
险区域人员等方式， 构成了由东北沿海线、

东南沿海线和西北线组成的坚不可摧的“三
角防御”，全力将“利奇马”带来的不利影响
降到最低。

西北线：台风来前做好准备
进博会核心区防台保障，是青浦区此次

防汛抗台的重要任务。 记者了解到， 早在 8

月 8日 17时， 青浦区防汛指挥部就已启动
防汛防台Ⅳ级响应行动，9日 13时升级为防
汛防台Ⅲ级响应行动，进博会核心区全面实
行 24小时值班。 针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
雨，青浦已全力预降进博会核心区内河水位
并预抽空管道， 内河水位已预降 40厘米以
上，圩区预降 30厘米以上，污水处理厂满负
荷运行降低管网水位。

“我们要抓紧最后时间，对浦南地区±800

千伏直流特高压复奉线再一次巡视，确保本市
这条电力输入主动脉没有安全隐患！”9 日中
午，松江供电部门反外损专职人员颜钰霆向同
事们再三强调。 松江供电部门派出 10支抢修
队伍对高压线走廊集中清理， 对变电站周边、

高压线及电杆附近的彩钢板建筑、塑料大棚等
进行拆除或加固。

“防风桩的固定口再绕紧两圈……”昨日
上午，在位于嘉定城区的博乐路段，绿化工人
们正爬在扶梯上，给几棵沿街的大树设置防风
桩。从 8 日起，嘉定区绿化部门就已经在全区
范围内重点针对香樟、雪松、银杏等树冠较大
的乔木开展隐患排查，防台防汛期间有 713名
绿化工人抢险待命。

东北沿海线：预降水位留出库存
昨日早上 8点，临港地区各级值班人员早

早到岗，防汛指挥部同步进行汛前实地检查。9:

30分，临港主城区、装备产业区开始预降水位，

为即将到来的大风大雨做准备。 与此同时，南
汇新城镇各居委逐家逐户发布告知，提醒居民
做好防汛防台准备。

崇明有 25座水闸， 南沿 15 座、 北沿 10

座，日常的内河水位在 2.8米左右。为了应对此
次台风的影响， 目前 25座水闸已全面预排预
降，水位将控制在 2.2米以下，确保安全库容。

在位于三星镇邻江村的临时安置点，记者看到
室内宽敞洁净，毛毯、方便面、矿泉水以及驱蚊
用品等均已备好。三星镇防汛防台指挥部副总
指挥陈明吉告诉记者，距离安置点一公里之外
的庙港常年有外来渔船停泊，这个安置点主要
就是为这些外来渔业工作者而设置。

东南沿海线：加紧撤离危险区人员
根据此前的部署，金山区重点做好各类建

筑工地、危房简屋、一线海塘外人员和大棚居
住人员安全撤离准备工作，全区已设置安置点
50个，预计转移总人数 1.6万余人。9日晚上 8

点，金山已将应撤离人员全部撤离。

奉贤在此次防汛抗台工作中，积极发挥基
层干部和平安志愿者的作用。 为了应对台风，

庄行镇浦秀村书记冯建军带头，组织村内平安
志愿者到村民家中、到田地中帮助村民抢收了
成熟黄桃 3吨。浦秀村还对停靠在竹港避风港
内的货轮进行安全检查，要求加固缆绳，做好
安全防范工作。

多个部门启动空中坠物隐患排查

一日整改 8300块广告牌
■本报记者 戚颖璞 陈玺撼

台风天， 空中坠物隐患备受人们关注。记
者获悉， 从 8月 8日上海发布台风预警开始，

上海多个部门启动空中坠物隐患排查整改。

昨天上午，虹口区同心路彭彭宠物店的店
招面板被整体卸下， 内部因长时间潮湿而变形
的木板、锈蚀的钢架，还有乱如麻花的电线瞬间
曝光。安全隐患被及时拔除，不仅周边的居民安
心了，就连商户自己都感叹：“好险！拆了好！”

据统计，上海昨天整改问题户外广告招牌
8300块，巡查发现安全隐患户外广告招牌设施
1160块，加固 319块，拆除 841块，拆除各类临
时广告牌 4629块。在建工地、住宅小区等区域
也存在坠物隐患。从 8 月 8 日起，上海市住建
委对重大工程、建设工地、住宅小区、地下空

间、燃气、征收拆除基地等重点领域进行检查。

今年上海进入汛期以来， 截至 7月底，全
市已发放《户外广告、店招店牌主体责任和安
全管理告知书》30余万份。 记者从市住建委获
悉，除了应急排查整改，上海正在以重要商业
街区、 人员密集场所和高层建筑等为重点，建
立空中坠物长效管理机制。市住建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上海成立“上海市房屋管理应急指挥
中心”，重点对高坠风险进行排查整治工作。目
前开发上海物业 APP“灾情上报”功能，建立风
险隐患台账，强化销项管理。

针对全城住宅小区的花盆、 空调机架等，

上海市房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加强对业
主进行安全提醒和告知，加强避险防灾意识宣
传，要求业主加强自家阳台花盆、雨篷、空调机
架等的检查和整改。

迎战时刻

昨天，工人对上海中心的户外广
告牌进行加固。 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

市重大文化设施项目昨日停工
严阵以待。 工人将汽车吊大臂放下，

四脚固定。 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

加固

停工

昨日中午起，城市主干道车行缓
慢，“注意台风黄色预警”的告示随处
可见。 本报记者 李茂君 摄

预警

昨天， 海事巡逻艇对长江上海段
锚地的船舶进行逐条宣传，要求尽快撤
到安全水域。 本报记者 孟雨涵 摄

巡逻

“利奇马”步步逼近中，昨日清晨拍摄的陆家嘴。 本报记者 海沙尔 摄 制图：王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