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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百里嘉”明日就来！

预计在广东电白到海南万宁一带沿海登陆

“百里嘉”强度加强
琼岛将有明显风雨天气

海口、文昌、琼海和屯昌等市县
将有 50～80 毫米降雨量

菜价

海口菜篮子集团
调运 1000 吨蔬菜

雨，来势汹汹！

三亚应急调运
15 个蔬菜品种
南国都市报 9 月 11 日讯（记者 孙学新）为应
对台风“百里嘉”，三亚启动蔬菜应急调运和动态
储备机制，
调运和动态储备 15 个保基本蔬菜品种。
此次启动蔬菜应急调运和动态储备机制时间
计划为 9 月 11 日—9 月 20 日，品种有：土豆、大白
菜、
白萝卜、
菜心、
生菜、
空心菜、
小白菜、
上海青、
地
瓜叶、
茄子、
胡萝卜、
南瓜、
西红柿、
青黄瓜、
圆白菜。

海南电网排查设备隐患

台风将至 记得蓄水
南国都市报 9 月 11 日讯（记者 王子遥）记者从海口
市威立雅水务有限公司获悉，因台风带来的暴雨可能
引起爆管、停电、设备故障致使供水中断，提醒广大
用户提前做好蓄水准备。如市民所在区域出现水小或
没水等情况，请及时致电海口威立雅水务 24 小时供水
服务热线 963111。

且中心结构不对称，所携带的阵风将会对本岛东
部、西部海面、北部湾南部等有影响，要特别关注
这些海域过往船只的安全。
而备受关注的超强台风“山竹”，在 11 日 17
时，还在距离菲律宾马尼拉偏东方约 1970 公里的西
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山竹”将以每小时 20～
25 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加强，中
心附近最大风力最强可达 17 级以上 （62～68 米/
秒），将于 15 日进入南海东北部海面。未来 5 天对
我省陆地无明显影响。但由于距离较远，未来几天
“山竹”移动路径是否会发生变化，还有待观察。

环岛高铁停售 13 日至 14 日车票
南国都市报 9 月 11 日讯（记者 王小畅）11 日，
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受今年 22 号台风“山竹”
影响，9 月 11 日起广铁集团暂停发售 9 月 17 日至
18 日广深港及杭深高铁、广深及广珠城际所有本
线列车以及粤湘两地始发前往上述方向的列车车
票，对 9 月 16 日夜间至 19 日的跨琼州海峡普速列
车限售广州以近车票 （即暂停发售三亚/海口至广
州区间车票）。
同时，受今年 23 号台风“百里嘉”登陆影
响，9 月 11 日起广铁集团暂停发售 9 月 13 日至 14

日海南环岛高铁车票。
有关列车停运、停售以及恢复开行的具体信
息，请旅客关注车站广播公告，也可登录广州铁路
官方微博微信查询或直接拨打 12306 铁路客服电话
垂询。
铁路部门提醒，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
可不晚于票面乘车日期起 30 日内 （含当日） 持车
票到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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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不收手续费。

进出岛列车将停运
南国都市报 9 月 11 日讯（记者 王小畅 通讯
员 魏安妮）11 日，记者从海南铁路获悉，受台风
“百里嘉”影响，进出岛旅客列车即将停运。需
乘坐火车过海的旅客要注意车站公告或关注

调整方案

南国都市报 9 月 11 日讯（记者 王子遥 通讯员 朱玉
叶涛）为应对“百里嘉”带来的影响，南方电网海南电
网公司启动防风防汛预警，开展设备隐患排查整治。
目前，该公司已组建了 290 支共 7367 人的应急队伍，
826 辆抢修车 24 小时待命，做好应急准备。

铁路

南国都市报 9 月 11 日讯（记者 王子遥）记者
从海口市菜篮子产业集团获悉，为做好台风“百
里嘉”影响海口期间的蔬菜保供稳价工作，该集
团计划调运储备蔬菜 1000 吨蔬菜。目前冷库有
储备菜品包括土豆、菜心、白萝卜、莲花白、冬瓜、
南瓜、生菜等 13 个品种共 350 吨。其中“一元菜”
（冬瓜、南瓜、白洋葱、白萝卜）储备量 100 吨。
海口市菜篮子产业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该
集团将加大投放到旗下 137 个末端销售网点的平
价菜数量，做好二次、三次蔬菜补货配送工作，并
重点加大农贸市场公益性摊位投放，确保各末端
网点
“一元菜”
“基本菜”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南国都市报 9 月 11 日讯（记者 孙春丽 通讯员
林俊汝）9 月 11 日 19 时，今年第 23 号台风“百里
嘉”（热带风暴级） 距离广东省雷州市偏东方向约
770 公里，预计该台风中心将以每小时 10-15 公里
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预计 13
日白天在广东电白到海南万宁一带沿海地区登陆。
气象部门介绍，受其影响，13 日海南省部分海
域和北半部陆地将有明显风雨天气。预计，13 日 08
时～14 日 08 时，海口、文昌、澄迈、临高、儋州、
定安、琼海和屯昌等市县会有 50～80 毫米降雨量。
“百里嘉”移动速度快，中心强度可能会继续加强，

12306.cn 铁路官方网站列车开行信息。购买以上
时间车次车票的旅客可不晚于票面乘车日期起 30
日内 （含当日） 持车票到就近车站办理退票，不
收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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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1-15 日北京西开往三亚方向 Z201 次运行至广州站终止，9 月 13-17 日三亚开往北京
西方向 Z202 次分别改为 9 月 14-18 日在广州站始发，同时广州-三亚间 Z201 次、Z202 次停运。

2

9 月 11-14 日哈尔滨西开往海口方向 Z114/1 次运行至湛江西站后，折返开 FZ112 次回广
州。9 月 13-16 日海口开往哈尔滨西方向 Z112/3 分别改为 9 月 14-17 日在广州站始发，同时湛
江西-海口间 Z114/1 次、海口-广州间 Z112/3 次停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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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1-14 日长春开往三亚方向 Z384/5 次运行至湛江西站终止，9 月 13-16 日三亚开往长
春方向 Z386/3 次分别改为当日在湛江西站始发，同时湛江西-三亚间 Z384/5、Z386/3 次停运。

4

9 月 12-16 日郑州开往海口方向 K457 次运行至塘口后改为到湛江站终止，9 月 13-17 日海
口开往郑州方向 K458 次分别改为当日在廉江站始发，同时塘口-海口间 K457 次，海口-廉江间
K458 停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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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1-15 日上海南开往海口方向 K511 次运行至广州站终止，9 月 13-17 日海口开往上海
南方向 K512 次分别改为 9 月 14-18 日在广州站始发，同时广州-海口间 K511 次、K512 次停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