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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竹”
风力超 17 级，
预计周日在粤西登陆

今明晴热,后天或有狂风暴雨

昨天傍晚，天空出现绚丽的云彩
东莞时报记者 董珊伶

“双台风”袭击华南，其中一个已登陆！今年
第 23 号台风“百里嘉”
（强热带风暴级）昨日上午
在湛江沿海登陆，东莞风平浪静，
天气晴好。
“百里嘉”
对东莞没直接影响，
可是大家不能大
意，
因为
“百里嘉”
只是打头阵，
秋台风的
“大 boss”
可是
“山竹”
。市气象台预计，14-15 日白天受“山
竹”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天气高温炎热，今明两天
要先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15 日夜间起受“山竹”

东莞时报记者 陈帆 摄于南城

环流影响，风力逐渐加大，降雨渐趋频密，16-17
日对我市有较大影响,或有大风暴雨。
截至昨日 18 时，
“ 山竹”仍在靠近我国，其中
心风力已经达到了超 17 级！中央气象台预计，
“山
竹”
将以每小时20-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
动，
强度变化不大，
将于周六（15 日）凌晨登陆或擦
过菲律宾吕宋岛东北部沿海，
周六（15日）中午前后
移入我国南海东北部海面，
然后逐渐向广东西部到
海南东部一带沿海靠近，
并可能于周日（16日）晚上
在上述沿海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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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安系统
第六届
“金盾杯”足球赛闭幕
东莞时报讯 （见习记者 梁盘生 记
者 刘志斌） 9 月 12 日下午，东莞市公安
系统第六届“金盾杯”足球赛在东莞市人
民警察训练学校进行决赛，保政经联队
通过点球大战险胜交警支队夺得冠军。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郭向阳出席颁奖
仪式并致辞。
据了解，
“金盾杯”足球赛从 2007 年
开始举办至今已有六届，比赛累计有来
自全局 199 支球队的 3699 名运动员参
赛，一直以来都是全市公安系统规模最
大、水平最高、竞争最为激烈的足球赛
事。在本次比赛中，共有 52 支代表队，
1000 多名运动员参赛，148 场比赛，持续
110 多天。
“通过比赛，我在你们身上看到了东
莞警队的拼劲和闯劲，看到了东莞警队
上下一心，精诚团结的信念和精神。”郭
向阳在颁奖典礼致辞时表示，看到队员
们在场上的竞技状态，他感到由衷的自
豪，为他们点赞。
“公安工作特别辛苦，很多民警身体
都是亚健康状态，希望通过足球比赛激
发广大民警参与运动的热情，营造‘爱运
动、重健康’的氛围。”郭向阳表示，希望
通过体育锻炼来增强民警的体质，通过
比赛对抗来凝练团队，实现“警体活动不
断、工作热情不减”
。
郭 向 阳 强 调 ，队 员 们 要 把 球 场 上
的拼劲和闯劲转化为公安工作的强大
动力，做好各项打放管控工作，在建设
“ 平 安 东 莞 ”的 征 途 中 昂 首 前 行 ，再 建
新功。

城管系统全员上岗排查隐患
东莞时报讯 （全媒体记者 张安定） 9 月 12
日上午，市城管局召开会议，部署城管系统防御
措施。按照市主要领导指示，城管系统全员上
岗，全面排查安全隐患，
确保万无一失。
会议要求，
立即对城市管理领域开展安全隐患
大排查工作。在空中，
重点排查户外广告设施、临
街行道树、简易燃气仓库、燃气储罐等安全隐患。
在地面，
做好易涝点范围内公用设施用电安全保障
工作，
每个易涝点人员定岗值守，
当积水超过安全

警戒水位时立即切断供电；
确保在建违法建设全部
停工。地下方面，
燃气工程、
供热工程、
市政维修等
施工现场管沟、警示标志要进行防风处理；
及时清
理下水口、
露天排水沟尤其是易涝点的生活垃圾。
此次还特别针对东莞植物园景观湖安全做
出要求，要求开展安全运行检查和“预腾空”部
署。此外，全市城管还将加强值守，严格实施“雨
前、雨中、雨后”巡查机制。市民遇到紧急情况，
可拨打 12319 城管热线。

市住建局发布台风防御紧急通知
东莞时报讯 （记者 董珊伶 周素琼） 为防
御双台风，市住建局召开防御台风工作会议部署
相关工作，并于 9 月 13 日派出 9 个督查组督导台
风防御工作的开展。
同时，市住建局发布做好台风防御工作的紧
急通知，要求相关单位和企业做好台风“山竹”的

预防工作。首先是排查整治全市在建房屋建筑
及基础设施工程，其次是既有房屋使用安全，以
及加强预报预警，做好应急抢险准备工作。
此外，东莞供电局未雨绸缪，在重点区域、重
点部位预置了充足的物资、装备和抢修人员，并
对重要用户应急供电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排查。

大朗 29 个应急避灾点全天开放
东莞时报讯 （记者 刘志斌 通讯员 曾云
妃） 记者近日从大朗镇了解到，按照上级民政部
门的文件精神，即日起，大朗镇应急避灾中心和
28 个社区（村）应急避灾场所实行全天开放，并安
排人员值班，提前储备充足的应急救灾物资，视
实际情况，做好民政服务对象等弱势群体和可能
受灾害影响的人员转移安置。大朗镇应急避灾
中心位于大朗镇升平北路 25 号，将按 500 人的标
准储备应急救灾物资，确保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在大朗镇应急避灾中心，记者看到应急装备

包、棉被、枕头等日常生活必需品一应俱全，房间
收拾得整齐干净，随时接纳有需要的市民入住。
为做好台风防御工作，大朗城市综合管理分
局积极组织力量，对辖区范围内的大型户外广告
牌进行巡查和维护，力求在台风到来前消除安全
隐患。
大朗城管分局工作人员提醒市民，台风来临
时要避免把车辆停放在大型广告牌和绿化树底
下，以免车辆遭受意外损坏。同时，要提前检查
房屋，清理窗台、阳台上的杂物，以免坠落伤人。

虎门通过国家卫生镇省级复审
东莞时报讯 （记者 雷元全） 9 月
11 日，国家卫生镇省级复审组到虎门镇
通过资料检阅、实地考察以及听取工作
汇报的方式开展复审检查工作。最终，
省级复审组对虎门镇巩固国家卫生镇工
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宣布虎门镇顺利
通过国家卫生镇省级复审。
据虎门镇镇长邓卫洪介绍，虎门镇
自 2003 年成功创建国家卫生镇以来，
2007、2011、2015 年均通过了全国爱卫
会的复审。2015 年到 2017 年间，镇党
委、政府坚持把巩固国家卫生镇工作列
入重要议事日程，并以此作为贯彻十九
大精神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行动。
始终注重把巩固工作与建设“打造滨海
国际商城、建设宜居幸福虎门”的核心任
务紧密联系起来，健全工作组织，明确工
作目标责任。共计投入约 4 亿元，着力营
造“城区洁、乡村净”的宜居城市环境。
落实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深化健康教育、
整治环境卫生、推进环境污染防治、防制
病媒生物、维护公共卫生安全、加强食品
行业监督管理、防治传染病、完善社区卫
生、完善乡村环境十大举措，全镇 29 个
行政村获评为“广东省卫生村”，实现省
卫生村全覆盖，整体提升了综合环境水
平和广大市民生活质量，有效巩固国家
卫生镇创建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