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路况如何？ ”

“气温开始下降了，温度计

的绑带已开始结冰。 ”

“请随时将路况信息发在微

信群，根据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晚

上 12 点后气温要下降到零下三

度，还将有雷阵雨出现。 ”

……

在云开二级公路水田段，乌

当区交管分局二中队队长何兵不

断和云开二级公路羊昌段羊昌通

道桥巡查人员进行交流。 现场交

警发回的图片显示：1 月 27 日

16:06，羊昌通道桥上的温度已降

到零下三度。

云开二级公路由乌当区新添

寨云锦庄通往开阳县， 是开阳连

接贵阳市区的便捷通道。 “羊昌

通道桥是云开二级公路海拔最高

的地方， 是整条路上凝冻最先出

现的地方， 因此我们在该处设立

了温度计， 为抗凝冻工作起到预

警作用。 ” 何兵说。

为确保高效开展 24小时值班

制， 乌当区交管分局二中队还建

立了微信群。 何兵说：“我们根据

羊昌通道桥温度计的变化，提前做

好应急预案。 以零摄氏度为界限，

如果气温在零度以下，工作人员必

须每小时进行巡查， 并播报路况；

如果有降水， 马上启动应急机制，

所有人员随时待命。 ”

根据“二中队微信工作群”显

示，1月 26 日下午 17:04， 巡查人

员传回的温度计照片上显示，温度

为零下四度，该中队立即启动应急

机制，于 20:00左右完成十余袋防

滑沙的撒铺。 1月 27日早上，二中

队继续联系其他部门，在羊昌通道

桥及易凝冻路段撒盐 10余吨。 同

时，在云开二级公路新堡、羊昌、水

田等路段设立提示牌，并在公路起

点 900米处设立提示点，将公路的

路况逐一告知过往车辆，以多项举

措全力保障群众安全出行。

本报记者 樊荣 黄菊

乌当区交管分局二中队———

严保云开二级公路安全畅通

一线直击

图为路政人员为滞留人员提供热食（贵州高速集团贵阳营运

中心提供）。

贵阳出现凝冻降温天气后，全市消防部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加强应急联动，全力抢救、疏散遇险

被困人员。 据统计，1 月 26 日 18 时到 1 月 27 日 21 时，贵阳市消防支队共接处警 33 起，参加交通事故

救援 10 起。 上图为消防官兵参加夜间救援。 本报记者 衣琼 摄

实行领导干部 24 小时值

班、坚持每日报告制度、组建应

急队伍、保畅通、保供应、保安全

……大范围低温凝冻天气来袭，

全市上下提前准备， 主动出击，

及时做好应急处置，打响了一场

“抗凝冻、保民生” 之战，在严寒

中筑起一道“温暖防线” 。

近日，云岩区城管系统成立

450 人的应急队伍， 加强物资储

备，加大道路巡查和应急处置力

度，确保市民正常出行。 及时加

强对全区道路、易结冰路段及市

政环卫设施的巡查，对冰冻路面

撒盐除冰，提前对可能出现凝冻

的道路、桥梁、人行天桥等进行

撒盐，并对处置效果进行复查。

南明区实行信息日报告制

度，区城管部门成立 200 人应急

队伍，24 小时待命做好凝冻路面

的除冰、撒盐、清扫保障工作，民

政部门成立应急工作组，联合公

安等部门，开展巡查搜救和街头

救助，区农水部门安排工作人员

指导农户进一步加强越冬作物

田间管理，减轻低温凝冻影响。

针对低温凝冻天气，开阳县

确保人员到位、措施到位、保障

到位、快处到位。 县应急办启动

抗凝冻天气应急预案，各乡镇社

区及部门实行 24 小时值班，对

凝冻严重的道路实行临时交通

管制，及时疏散安置贵遵复线高

速公路滞留乘客 170 余人，县水

务公司出动 4 台车辆、8 人对城

区供水线路进行不间断巡查，确

保供水正常。

1 月 27 日， 观山湖区针对

凝冻天气再次作出部署，要求全

区各级各部门不断强化安全防

灾，抗灾救灾措施，各司其职，密

切配合，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截至 27 日下午

5 时，全区及时更新发布气象讯

息、凝冻天气温馨提醒等信息 5

万多条； 出动道路巡逻人员

1000 余人次， 撒盐 40 吨， 处置

道路结冰 300 多处； 及时处置

11 起无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

建设、电力、通信等部门防冻抢

修 50 余次。

25 日起， 白云区多地出现

不同程度结冰。 区城管部门全

员上岗，开展夜间不间断巡查，

各路段实行定时 、定人 、定岗、

定路段的包保责任制， 每隔两

小时对城区重要道路、桥梁、隧

道、人行天桥、地下通道进行巡

查， 微信工作群调度及时撒盐

除冰保畅； 区交通部门也加派

人员值守相关路段， 确保车辆

安全通行；电力、供水等部门 24

小时值守， 及时处理群众反映

的停电停水问题。

经开区全面加强防范应对，

抓好道路撒盐除冰，同时加大应

急物资储备力度， 强化巡查，在

易凝冻路段安装提示牌。 对辖区

物管企业下达紧急通知，要求及

时开展应对低温凝冻天气工作，

做好老旧危房安全排查， 坚持

“日排查日报告” 。

高新区第一时间启动应急

预案， 成立抗凝冻应急队伍，制

定应急值班表， 由领导干部带

队，前往园区重点路段、重要区

域、重点企业开展“抗凝冻、保民

生” 专项检查。 该区相关部门还

对园区建筑工地进行安全生产

检查， 要求尽量减少室外作业，

停止室外高空作业。 目前，高新

区已累计发放铁铲 200 个、手套

500 双、工业盐 10 余吨，出动工

作人员 500 余人次。

清镇市发出紧急通知，全面

做好大范围持续低温凝冻天气

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加强应急值

守、部门协作，认真做好灾情统

计报送，密切关注跟踪天气变化

和发展趋势，及时发布预警预报

信息，做好人员队伍、资金物资、

救灾装备、避灾场所及各项灾害

应急救助准备。 重点关注困难群

体的防灾避险、防寒取暖和基本

生活救助工作。

息烽县及时做好低温凝冻

天气应急保障工作， 全县各乡

镇、部门迅速行动，严格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在县客运站设立

劝返组，准备 10 辆大客车，调运

100 吨工业盐作应急备用， 县民

政局下划拨救灾资金 40 万元，

储备粮食 40 万公斤、 帐篷 132

顶、棉被 500 床、棉衣 150 件。 目

前，全县生产生活秩序正常。

市交管局花溪分局全员出

动，全警上路，加强路面巡逻力

度， 并对结冰路段进行除冰，确

保道路交通安全，预防道路事故

发生。 该分局在派出警力 24 小

时巡查的同时，在海拔较高的高

坡乡、黔陶乡、久安乡和麦坪乡

等易结冰路段摆放了提示牌，在

陡坡、急弯等重要位置通过及时

预警、宣传引导等方式，引导车

辆安全通行。

双龙航空港经济区交管分

局于 1 月 24 日全面启动应急

响应，在龙洞堡高架桥、机场路

渔梁河大桥采取临时交通管

制，摆放交通安全提示牌，现场

疏导车辆有序通行； 立即将道

路情况上报市交管局， 并配合

市政部门对路面撒盐； 加强道

路巡逻执勤和指挥疏导， 确保

道路安全畅通。 截至 1 月 27

日， 经济区交管分局共计出动

警力 72 人次， 帮助群众和车辆

55 车（次）。

本报记者

本报讯 连日来，我市出

现大范围低温雨雪冰冻天气，

市商务局第一时间启动应急

响应，多措并举保价稳供。

目前，市商务局已安排两

个工作组，分别赴地利农产品

物流园、重要油品供应企业进

行调研， 切实加强对粮、 油、

肉、禽、蛋、菜、奶等生活必需

品市场监测、市场运行分析和

预测预警，全面准确掌握市场

供求和价格变化情况并及时

上报；通过网站、手机报等多

种渠道，及时发布信息，指导

企业经营， 引导居民消费，稳

定社会预期。

全市加强对农副产品批

发市场、超市、加油站等商贸

企业的检查，提前做好应急准

备；全市商务部门、有关行业

协会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对生

活必需品市场可能产生的影

响， 做好随时启动应急预案，

调运物资的准备。

市商务局强化对全市果蔬

批发市场、农贸市场、惠民生鲜

超市蔬菜水果供应动态监测，

并要求惠民生鲜超市切实担负

起社会责任， 全力保障市场供

应的同时，确保价格稳定。

目前全市农副产品批发市

场、农贸市场，惠民生鲜超市生

鲜产品货源充足，价格平稳。

（本报记者 庭静 龙震宇）

农产品货源充足价格平稳

本报讯 近日，我市出现

凝冻天气，市粮食局把“关注

民生、稳定价格、保障供应” 作

为首要任务，多措并举保障全

市粮油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市粮食局加强储备粮油

管理， 超前做好各项应对措

施，切实抓好各级储备粮油保

管工作，确保库存粮油数量真

实、质量完好；加大粮油调运

力度，充分发挥国有粮食企业

的市场主导作用，积极引导各

粮油市场经营主体加大与粮

食主产区的衔接力度，多渠道

筹措粮源，确保粮食市场供应

不断档、不脱销；抓好军粮供

应保障， 确保军粮供应充足、

供应及时、品种丰富。

此外，市粮食局还加强粮

油监督检查，重点检查各粮油

储备、加工、经营企业在粮油

储存、运输、销售及质量管理

等方面运行情况，从源头上把

好粮食质量关，确保全市广大

市民吃到安全、卫生的放心粮

油。 同时组织开展全市城乡低

保户粮油供应检查工作，保障

全市城乡低保群众基本粮油

消费需求。

（本报记者 刘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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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期，贵州境内气

温骤降，部分地区出现大面积凝

冻现象，铁路部门迅速启动应急

预案，确保列车运行安全。

渝贵铁路正式运营第二天

便迎来“冰雪大考” 。 26 日晚 23

点左右，贵阳北电务段龙坑信号

车间接段分析中心，接到站内多

组道岔运转曲线不良、已逼近报

警值下限的预警。龙坑信号车间

立即按照预定应急方案展开处

置， 共出动 20 余名工作人员对

龙坑站、娄山关站、修文站、遵义

站、息烽站、长田湾线路所等站

区内的多组道岔进行除冰。

为尽快除去凝结在道岔各

处的冰层，20 余名工作人员连

续工作 9 小时，用浇开水、撒盐

等方式清除积冰。 为应对此次

凝冻气候， 贵阳北电务段近期

特别增加了渝贵铁路沿线各站

的驻站人员， 确保信号设备万

无一失。

（本报记者 白雪）

交警：全警动员确保道路畅通

本报讯 我市迎来强降温天

气以来，贵阳交警全警动员，夜间

投入警力达 900 余人次、警车 200

余台次， 全力以赴应对恶劣天气

对我市道路交通的影响。

1 月 26 日 22 时许， 贵阳市

中环路松花路站路段双向出现

凝冻，南明交警三中队立即安排

民警进行抗凝撒盐工作，全力恢

复交通，一直坚守到 27 日 10 时。

息烽交警三中队民警从 1 月

26 日 8 时至 15 时 30 分，在数小

时的交通管控过程中，持续进行

撒盐除冰工作；随后在 26 日晚至

27 日凌晨，加强辖区易凝冻路段

巡逻，放置标牌、确保道路交通

安全。

据了解， 贵阳交警目前已经

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高速支

队、各分局（大队）执行领导班

子双岗值班制和全员上岗工作

机制；指挥中心每小时收集各地

路况信息统计并利用媒体、LED

大屏等进行公布；对路面结冰路

段及时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并设

置警示牌。

在应急物资准备方面， 各分

局（大队）已将工业盐布置到管

辖区域内桥梁、涵洞和地势较高

道路等易结冰路段，确保能够及

时开展除冰工作。

（本报记者 代晓龙）

环卫：撒盐融冰上千万平方米

本报讯 1 月 26 日至 27

日，北京环卫集团贵州分公司迅

速反应、积极应对、主动作为，第

一时间对云岩区、花溪区、观山

湖区、乌当区、白云区、经开区、

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等作业区域

启动“路面抗凝、保障出行” 应

急预案。

各分公司提前部署，备齐工

业用盐、撒盐车等应急物资和作

业设备，配合市城管局和相关单

位， 对出现凝冻的城区道路、各

区（市、县）道路及时采取撒盐

除冰等应对措施，畅通了道路交

通，保障了市民安全出行。

截至目前， 北京环卫集团

贵州分公司共出动 4500 人次、

900 车次协同开展抗凝作业 。

公司提前储备约有 1500 吨工

业用盐 ， 现已使用 300 余吨 ，

撒盐融冰面积约为 1424 万平

方米。

抗凝作业难度大、 任务重，

环卫工人在前线争分夺秒、通力

协作，公司各级领导班子赴作业

现场做好统筹协调及调度工作，

并为奋战在一线的环卫职工送

去热饭和姜汤，为一线作业人员

提供坚强保障。

（贺丹 本报记者 汤利）

铁路：启动预案增加驻站人员

积极行动应对低温雨雪天气

抗

凝冻

保

民生

全市各区市县迅速响应积极行动

抗凝冻保民生 筑起“温暖防线”

保供应

粮油“质”“量” 有保障

本报讯 1 月 27 日，记者

从市供电局获悉，凝冻天气出

现以来，市供电局每天投入观

冰人员 456 人次，组织内部应

急队伍 33 支 655 人， 外协队

伍 32 支 744 人待命， 全力确

保贵阳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

电力可靠供应。

据了解，市供电局覆冰观

测点共计 214 个，其中在线监

测装置 19 个，人工观冰点 195

个。 截至 27 日 12 时，贵阳电

网 10 千伏及以上线路覆冰 42

条， 比前一日增加 15 条。 其

中， 最大覆冰线路为 10 千伏

永玄线张家沟支线，覆冰厚度

为 6 毫米。 市供电局计划于 1

月 28 日对该条线路进行融冰

作业。

为确保电网安全可靠运

行， 市供电局积极开展电网

“体检” ，共排查出输、配电线

路隐患 8140 项，完成整治 7889

项，完成率 97%，其中紧急和重

大隐患整治完成率达 100%。

（杨志坚 本报记者 龙震宇）

电网全面完成重大隐患整治

保供电

本报讯 1 月 27 日，记者

从市民政局获悉，针对近日雨

雪天气，该局迅速下拨救灾物

资，确保城乡低保群众、特困

供养人员、留守儿童、留守老

人安全过冬。

据了解，市民政局紧急向

各区（市、县）下拨棉被 3582

床、 棉衣裤 700 套、 棉衣 200

件、 棉大衣 100 件、 军大衣

1240 件等救灾物资，确保受灾

困难群众有饭吃、 有衣穿、有

干净水喝、 有病能及时就医、

有临时安全住处，

民政工作人员在全市展

开冬季流浪乞讨人员巡查搜

救行动，确保受助对象不受冻

挨饿。 截至目前，共出动工作

人员 408 人次、车辆 80 台次，

发放棉被 26 床、 棉衣 23 套、

劝导 50 名流浪乞讨人员、救

助 66 人次； 贵阳市救助站站

内救助 27 人。

目前，部分区（市 、县）

的救 助资 金正 在按 照 程序

进行下拨 ，力争在春节前第

一批救助款物到位 ，确保受

灾 群众 的基 本 生活 得到 保

障。

（本报记者 易颖）

救灾物资及时下拨

确保困难群众安全过冬

保温暖

本报讯 1 月 27 日贵州

省交通运输厅向媒体公布，截

至当天下午 16 时， 贵州高速

公路有 14 处路段和 16 条国

省干线因凝冻处于交通管制

状态。

据统计，截至当天下午 16

时， 全省高速公路仍有 14 处

因凝冻处于交通管制状态，包

括天黄高速（三穗互通与天柱

站之间、施秉站与黄平北站之

间），松从高速天黎段（天柱

与锦屏站之间）， 余安高速余

凯段 （黄平南站往余庆方

向）、凯羊段（凯里往丹寨方

向），沿榕高速思剑线（思南

西站与金堡站之间）， 贵遵复

线全线，凯雷高速全线，贵黔

高速全线， 道新高速瓮马段，

江都高速息黔段（六桶与黔西

间），赤望高速白黔段（中建

至韩家店）， 杭瑞高速大方至

金沙段； 银百高速道安段、贵

瓮高速全线。

16 条国省干线也仍处于

管制状态，包括天鲇线、坪丛

线、思羊线、湄余线、遵马线、

磨白线、习新线、过桐线、迓凤

线、铜修线、五甘线、麻兴线、

星展线、G 包南线、 广成线、秀

河线。

截至当天 18 时， 经除冰

除雪处置，兰海高速、沪昆高

速、厦蓉高速、蓉遵高速、贵阳

环城高速、铜大高速全线和杭

瑞高速大部分路段畅通。 国省

干线抢通凝冻路段 5 条。

（本报记者 张薇）

全省多处路段出现凝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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