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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月 21至 22日，受强冷空气影响，
龙里县龙山镇辖区内部分道路出现凝冻结冰现
象，龙山镇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加强巡查力度，及
时清理冰雪，高效、有序地开展应急保畅工作。

“大家撒盐的时候尽量均匀一点，同时注意
自身安全。”在抗凝一线，龙山镇党员志愿者苏关
勇对大家说。在龙溪大道、龙山镇办公区域、龙
山卫生院门前，随处可见志愿者在清理积雪，确
保道路通畅，群众出行更方便。

针对凝冻天气，龙山镇农林水综合服务中
心、镇社会事业办还发出通知，要加强农业灾情
排查，重点关注鳏寡孤独、低保户、特困户、留守
老人、留守未成年人等群体的衣食住行。与此同
时，各村（社区）组织党员开展巡查，为群众宣传
防寒、防灾知识，提醒村民用火、用电安全，确保

无安全事故发生。
（刘深林 本报记者 徐朦）

又讯 受降温、雨雪冰冻天气影响，龙里县
洗马镇部分路段出现凝冻情况，影响了群众出行
安全。龙里县洗马镇人民政府及各村（社区）立
即启动凝冻灾害应急响应，提早进入“战备”状
态，采取措施积极做好抗凝保畅工作。

做好物资储备。洗马镇应急储备物资仓库
提前储备的融雪盐 2吨、标志标牌 10余套、交通
安全锥 30个、应急车辆 2台，增加抗凝保畅人员
30余人。同时对抗凝设备检修进行全方位排查，
提前对设备进行检修、调试、试运行，确保抗凝保
畅工作有序开展。

强化路段监控。2月21日早晨，镇综合执法

分局及各村（社区）开展道路巡查工作，负责镇、
村主要交通要道的观测和监控，对易凝易冻路段
设置安全行驶提醒标识，确保洗马镇道路安全畅
通。

撒盐除冰保畅通。洗马镇政府在接到镇综
合执法分局及各村（社区）反馈的路面信息后，立
即联合公安、交警等部门对道路结冰路段进行临
时交通管制，同时及时出动人力、物力、机械设备
等全力开展抗凝保畅撒盐除冰工作，有效保障辖
区公路安全畅通。

（付宗政 方琴）

又讯 为保障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龙里
县冠山街道水桥社区立即组织开展扫雪除冰保
民生志愿服务行动，在严寒中筑起一道“温暖防
线”。

社区工作人员不畏寒冷，自觉拿起工具开展
清扫路面积雪活动，大家分工有序，有人扫雪、有
人撒盐，配合默契，干劲十足，经过半个多小时的
扫雪除冰活动，辖区路面恢复了雪前的交通便
利，为市民创造了安全的通行环境。

（罗芳 王姝萍）

龙里县：众志成城筑起“温暖防线”

本报讯 随着降雪降温持续，给群众用电用水带来了隐患，为
确保水电供应正常，平塘各职能部门积极行动，全力保障群众生
产生活。

2月22日一大早，雪花飞舞中，南方电网都匀平塘供电局党员
服务队扛着设备行走在巡线的路上，排查了解降雪对供电线路的
影响情况。

南方电网都匀平塘供电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迅速组成
了7支党员攻坚服务队，共计151人，在全县72条十千伏配网线路
上开展特巡特维工作，及时处理相关故障。”

平塘县供排水有限公司一边组织工作人员查看水厂运行情
况，一边安排供水安装队利用管道检测设备开展供水管道巡查，
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确保群众供水有保障。

平塘县供排水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说：“受大雪影响，我们启
动了应急预案，水厂方面加大供水调配力度，供水管道方面加强
巡检，全力确保大雪天气群众正常用水的供给。”

图为平塘供电局党员服务队巡查供电线路。
（本报平塘记者站 罗再祥 摄影报道）

平塘

水电保供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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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黔南各地普降大雪。
针对大雪纷飞、低温凝冻天气出现道路结
冰、气温下降等情况，都匀市公安局把工
作重心集中到“保稳定、保畅通、保安全、
保民生”上，要求各派出所启动 24小时巡
逻机制，并加强全市道路夜间的巡逻管
控，全力以赴做好抗凝保畅工作，确保广
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正常有序。

2月 21日深夜，都匀市公安局组织各
派出所民、辅警迅速集结，第一时间赶往
重要路段、卡口，分成多个小组对城区及
高速收费站点受积雪影响较大的交通路
段进行路面清理，疏通滞留车辆，提醒过
往车辆注意事项，最大程度地避免事故发
生。

“慢点！慢点！跟着警车走。”2月 22
日早上，在都匀市绿茵湖路段，一辆客车
从雪凝路中缓慢开出。

当日上午，匀东派出所交警大队在受
积雪凝冻影响大的绿茵湖路段和桥梁进
行融雪除冰等工作，确保车辆正常出行，
在被困车辆中发现一辆载客大客车，随后
在道路融雪除冰工作结束后，由警车开
道，安全护送至汽车站。

“交警同志太给力了！”被困驾驶员谭
师傅说：“客车被困在该路段，车上乘客
多，警车开道护送我们安全到达汽车站。
为我们的交警同志点赞！”

都匀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都匀
公安将继续24小时不间断巡逻，加大对城
区和农村道路等易积雪结冰路段的巡查
力度，及时发布恶劣天气、交通管制、安全
行车提示等信息，同步开展线上、线下安
全提示，引导驾驶人科学选择出行时间、
安全谨慎驾驶。在易滑易冻路段设立警
示标牌，不具备通行条件的路段，及时发
布交通管控信息，采取间断放行、绕行分
流等措施及时有效疏导和分流滞留车辆
人员，确保群众出行道路畅通、安全。

截至记者发稿时止，都匀公安出动警
力 320人次，警车 100台次，发送路况信息
5条，摆放低温凝冻天气警示提示牌共 16
块，清理城区及积雪路段 23次，救助群众
26起，帮助受困车辆20余辆。全市未出现
大面积拥堵及驾乘人员滞留等现象，抗凝
保畅工作还在进行中。

（文安宇 本报记者 蒙帮婉）

都匀公安迎雪而上抗凝保畅

本报讯 为降低低温凝冻天气带来的
灾害风险，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福泉市
应急管理局超前部署，多措并举全力做好

“抗凝冻、保民生、保通畅、保安全”各项工
作。

及时发布气象预警信息和重点工作提
示，督促各乡镇（街道）和重点部门针对重
点区域可能出现的凝冻险情，提前安排部
署，储备足量的抗凝冻物资，全力组织开展
低温雨雪凝冻天气防范应对工作，在高速
路口等重点区域设置服务点，做好上路人
员劝返工作。各乡镇（街道）、各有关部门
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 24 小时应急值班值
守制度，强化对信息的收集、研判和上报，

确保信息收集及时、
上报准确，为风险研
判和应急救援提供保
障。

按照气象部门的
气象预警信息和省、
州的工作要求，进一
步分析低温凝冻雨雪
天气的灾害风险，按
照《福泉市低温雨雪
凝冻灾害应急预案》
规定，于 2 月 21 日 17
时启动了福泉市抗凝
冻灾害 IV 级应急响
应，督促各乡镇（街
道）、各有关部门主动
担当作为，做好应急
队伍、物资的准备，切
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共出动抗凝保畅人员1200余人
次，派出应急车辆100余辆，累计撒盐30余
吨，在国、省、县、乡道危险路段设置警示标
识标牌 200 余块，在高速公路匝道口设置
了 6个抗凝保畅 24小时服务卡点，为来往
滞留 600 余辆车提供服务帮助。辖区高
速、国、省、县、乡干线全部采取临时交通管
制。市内城市公交、城乡公交全部暂停运
营，市区内主干道缓行，少量出租汽车城区
运营。全市水、电、油、气、通讯等方面未接
到异常情况报告，未接到自然灾害和安全
生产方面的异常情况报告。

（本报记者 朱丽 摄影报道）

福泉市应急管理局多措并举做好抗凝保畅工作

本报讯 受新一轮冷空气影响，黔南
大地再次遭遇雨雪天气。都匀公路管理
局迅速启动抗凝保畅通应急预案，拉响抗
凝保畅警报，局属基层单位第一时间投入
到保生产、保安全、保畅通、保民生的抗凝
保通第一线。

“车上有小朋友吗？需不需要热水？
方便面要吗？”2月 22日一大早，都匀公路
管理段人员赶往都匀境内210国道路段开
展应急抢险除冰作业，并为停滞的大货车

和私家车司乘人
员送去了热水、方
便食品等。

“要不是有公
路人员来救援，我
们不知道还要被
困多久，还给我们
送来了热水和吃
的，太感谢了！”滞
留在都匀 210国道
慢坡路段的驾驶
员连连向公路人
表示感谢。随后，
都匀公路管理段
人员采取带道压
速的方式，把滞留
车辆和人员安全
送达至附近镇上

安置好。
“以雪为令、闻雪而动”，在凝冻面前，

都匀公路管理局干部职工迅速出击，开展
机械作业、人工除雪、设置警示标志、疏导
交通、救援车辆等，全力以赴确保道路畅
通，为春节后复工复产提供保障。都匀公
路管理局将持续保持抗凝保通高压态势，
持续做好雪凝天气防范抢险工作。

（莫彤 石鉴春 曾茂杰 摄影报道）

都匀公路局全力抗凝保畅通

本报讯 近日，黔南各地再降大雪，各地开启“冰
冻”模式。为保障人民群众用电需要，南方电网贵州都匀
供电局全力以赴开展保供电工作，积极应对雨雪灾害，确
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电力可靠供应。

该局党员突击队奔赴到最前线山林深处检查雪后配网
线路运行情况，冒着严寒到社区、到乡村操作无人机、测
温仪等设备，全面排查高寒地区线路运行情况以及城乡居
民用电情况，确保供电线路正常运行。

都匀供电局还要求调度部门加强调度运行监控、重点
关注覆冰线路，加强信息收集报送，做好故障处置预想和
应急准备，及时、高效地处置覆冰引起的设备故障异常，
最大程度地降低对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的影
响。

该局 14 支应急保电队伍共开展输电线路巡视 110 余
次，目前未发生因大雪导致的故障停电。

图为都匀供电局城区分局党员突击队前往山林深处检
查配网线路运行情况。

（冯明宇 本报记者 蒙帮婉 摄影报道）

都匀供电局

全力抗凝保供电

抛洒融雪剂

本报讯 新一轮寒潮来临。2月22日，长顺县
受大范围强降雪天气影响，道路及供电线路被积
雪覆盖。南方电网贵州都匀长顺供电局以雪为
令，立即组织党员服务队和青年服务队对辖区内
10千伏供电线路进行巡视，全力以赴保供电、保
民生。

巡线过程中，树林间银装素裹，山路积雪湿
滑，巡线工作人员沿着线塔踏雪巡视，通过“无
人机+望远镜+步行”的巡线方式对沿路线路覆冰
情况进行检查，确保第一时间掌握电网运行情
况，全力保障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确保全县人民
用电安全可靠。

入冬以来，长顺供电局始终把线路设备巡视
作为常态化工作进行开展。正在检查线路的长顺
供电局配电线路运行作业员柏玉坤说:“受新一轮
的寒流影响，致使长顺县10千伏线路造成了大面
积的冰雪覆盖，长顺供电局组织了青年突击队和
党员先锋队，对线路进行设备巡视，巡视下来发
现线路设备轻微浮冰，不影响广大群众正常用
电。

此次巡线队伍分为 5 小组，共派出 10 余人，
同时对各乡镇辖区内供电线路进行巡视巡查，及
时排查电网线路安全隐患，保障群众正常用电。

图为工作人员在巡线。
（本报长顺记者站 邓雪 李雪春 摄影

报道）

长顺供电局

踏雪巡线保民生

除雪保畅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