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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很冷，有你们真暖

℃

困难群众收到过冬棉被 通讯员 王伦 摄

3
明后天最低

寒冬送棉被 通讯员 王伦 摄

今冬为啥这么冷？
海南还要冷多久？

低温+小雨
琼岛今天最低 8℃
今 天 白 天 ，北 部 ，阴 天 间 多 云 ，最 低 气 温 911℃，最高气温 12-14℃；中部，阴天间多云，局地有
小雨，最低气温 8-10℃，最高气温 13-15℃；东部，阴
天间多云，局地有小雨，最低气温 9-11℃，最高气温
14-16℃；西部，阴天间多云，最低气温 8-10℃，最高
气 温 14- 16℃ ；南 部 ，阴 天 间 多 云 ，最 低 气 温 1214℃，最高气温 18-20℃。
11 日夜间到 12 日白天，北部，多云间晴，最低气
温 9-11℃，最高气温 14-16℃；中部，多云间晴，最低
气温 8-10℃，最高气温 14-16℃；东部，多云间晴，最
低气温 9-11℃，最高气温 15-17℃；西部，多云间晴，
最低气温 8-10℃，最高气温 15-17℃；南部，多云间
晴，
最低气温 9-11℃，
最高气温 19-21℃。
12 日夜间到 13 日白天，北部，晴间多云，最低气
温 5-7℃，最高气温 18-20℃；中部，晴间多云，最低
气温 3-5℃，最高气温 17-19℃；东部，晴间多云，最
低气温 6-8℃，最高气温 18-20℃；西部，晴间多云，
最低气温 6-8℃，最高气温 18-20℃；南部，晴间多
云，
最低气温 8-10℃，
最高气温 19-21℃。

预计海南低温天气
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自海南入冬以来，海南已出现了多次
大幅度降温天气，究竟是什么原因所致？
对此，海南特区报记者采访了海南
省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吴胜安。
“从海南现在的情况来看，
今年冬天，海南总体偏冷。而
造成此现象的原因，则与拉尼
娜现象有关。”吴胜安告诉记
者，拉尼娜现象和厄尔尼诺
现象常常交替出现，而今年
的拉尼娜现象较为强势，南
海——西北太平洋出现气旋
性上升异常环流，进而导
致冬季风偏强，南下冷空
气活跃，使得今年海南冬
天气温偏低。受此影响，
预计海南的低温天气
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部门行动

本报讯 记者从省气象部门获悉，省气象局昨日下
午发布寒冷三级预警、海上大风四级预警。预计 13 日夜
间到 17 日白天，冷空气减弱，本岛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
阴天有分散小雨，
局地早晚有雾，其余地区多云。
此外，海口市气象台昨日 8 时 31 分继续发布寒冷橙
色预警信号：受强冷空气影响，海口市未来 24 小时内大
部分地区最低气温仍在 10℃以下，并伴有 5-7 级大风，
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
见习记者 林鸿晖

寒冬送棉被 记者 苏钟 摄

海口多部门组成联合巡查小组

持续开展
“寒冬送温暖”专项行动
本报讯 8 日下午，由海口市
民政局、市公安局、市容委、市卫健
委组成联合巡查小组，持续开展
“寒冬送温暖”
专项救助活动。
巡查组先后来到海垦天桥、秀
英区人行天桥等重点区域进行巡
查，巡查组在巡查过程中发现数名
流浪乞讨人员，
并劝导其到救助站
接受救助，对不愿意接受救助的也
积极进行沟通，劝返原籍、劝离交
通要道及人员密集场所，并给其发
放御寒救助物资、姜茶及泡面，让
流浪乞讨人员在寒冷天气下感受
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下一步，海口市救助管理站将

继续“寒冬送温暖”专项行动，同
时，与各工作领导小组相关单位积
极沟通，确保流浪未成年人、残疾
人、精神病人等重点救助对象及时
发现、及时救助。截至目前，此次
送温暖活动市救助站累计出动巡
查工作人员 142 人次，车辆 80 台
次，救助含未成年人、危重病人和
精神障碍患者在内的街面生活无
着流浪乞讨人员 136 人次，帮助护
送返 39 人次；共为流浪乞讨人员
发放棉被 70 床，防寒衣服 119 套，
八宝粥、方便面、矿泉水等食品 23
箱。
见习记者 林鸿晖

海口琼山区多部门联合开展寒冬慰问活动

1500 户困难群众收到防寒衣物
本报讯“这床棉被您收好，
天气寒冷，要注意御寒保暖。”1 月
9 日上午，
海口市琼山区组织民政、
应急、残联等多部门及各镇街相关
力量，对凤翔街道、旧州镇等地困
难群众开展送温暖慰问活动，
“棉被大衣很厚实，暖身又暖
心，这么冷的天，你们的关心，让
我们心头很温暖。”慰问过程中，
海口市琼山区慰问小组工作人员
详细询问了低保、残疾等困难群
众的身体情况及生活情况，并了
解他们面临的实际困难，叮嘱他

们寒冷天气一定要注意身体，有
困难及时向社区、村居反映。
为持续做好全区的防寒御寒
工作，海口市琼山区提前部署、通
力合作，确保各项防范措施落实
到位，截至目前，琼山区共走访困
难群众 1500 户次 2300 人次，发放
防寒大衣 696 件、棉被 1537 床、毛
毯 406 张，有效保障辖区困难群众
防寒御寒和生产生活正常、有序，
将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老百姓的
心坎上。
通讯员 王伦 记者 钟起的

临高民政部门

为 7 家敬老院送上防寒物资
本报讯“穿上棉大衣真暖和，
新发的棉被也盖上了，晚上睡觉
不冷了，感谢党和政府的关心。”1
月 9 日，临高波莲镇敬老院一位
106 岁的老人陈金武说。
“根据县民政部门的要求，领
完防寒物资后，
我们第一时间将棉
衣、棉被发到了敬老院 15 名老人
手中，
确保他们能温暖过冬。
”
波莲
镇敬老院院长符大平介绍，
去年 12
月中旬以来，临高已多次开展“寒
冬送温暖”行动，及时为困难群众
发放防寒物资。同时，
组织各镇民

政助理做好防寒工作，
重点排查全
县 7 家敬老院，截至 2020 年 12 月
30 日，已为敬老院里 50 名孤寡老
人送去棉衣、棉被。
据悉，
2020 年 12 月中旬以来，
临高有关部门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8153 人，为困难群众发放 2262 床
棉被、
277 件棉衣，
还对出现临时性
生活困难的群众给予临时救助，
已
开展临时救助 68 户 255 人，
发放临
时救助资金5.44万元。
特约记者 刘彬宇
记者 李波

海口龙泉镇

夜访困难群众
排查防寒部署
本报讯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龙
泉镇党委、镇政府以及区民政局关
于做好困难群众防寒工作部暑，龙
泉镇民政办组织开展村（居）委会
村、组干部夜访特困户、低保户等
困难群众防寒关爱活动。1 月 8 日
晚上，龙泉镇国扬、翰香和五一等
村委会书记、主任组织村组干部挨
家挨户分组走访看望特困户、低保
户等困难群众防寒关爱活动。每
到一户，村、组干部排查棉被是否
发放到位，是否有衣服穿和棉被
盖，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
情况，
并叮嘱低温天气要多穿衣
服盖好棉被，
注意保暖，
让他们
充分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
截至目前，龙泉镇民政
办累计给特困户发放棉被
174 床、冬服 174 套和大
衣 ( 外 套)174 件 ，以 及
给低保户发放棉被
529 床 等 防 寒 物
资。 记者 苏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