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链接

1.小河方向

220 路的延时服务时间为：22:

00—23:00，在此期间采取大站快车

运营模式。西南商贸城———小河平

桥（大站快车），执行票价：每客 5

元，免费乘车证及 IC 卡无效；大站

快车停靠站点：西南商贸城（商城

东路）———贵阳一中(南)———老阳

关———改茶———甲秀南路(北)———

甲秀南路(中)———兴隆寨———小河

平桥

2.花溪方向

�223 路的延时服务时间为：22:

00—23:00， 在此期间采取大站快车

运营模式。 西南商贸城———花溪

（大站快车），执行票价：每客 5元，

免费乘车证及 IC卡无效。大站快车

停靠站点：西南商贸城（商城东路）

———居然之家———小湾河大桥———

和尚坡———甲秀南路 (北)———甲秀

南路(中)———吉林村———花溪

3.乌当方向

222 路的延时服务时间为：22:

00—23:00，在此期间采取大站快车

运营模式。西南商贸城———新添寨

（大站快车）， 执行票价： 每客 5

元，免费乘车证及 IC卡无效。大站

快车停靠站点：西南商贸城（商城

东路）———石林东路———贵阳一

中(西)———八匹马(南)———阳关立

交桥———大营坡———中天花园路

口———新添寨

����4.白云方向

临时开通大站快车， 时间为：

22:00—23:00， 在此期间采取大站

快车运营模式。西南商贸城———贵

铝文体中心（大站快车），执行票

价：每客 5 元，免费乘车证及 IC 卡

无效。 直达快车停靠站点：西南商

贸城（商城东路）———大山洞———

贵铝文体中心

5.中心城区

夜间 6路，运营时间 22:00—01:

00。 金阳客站———钻石广场，执行票

价：每客 2元，免费乘车证及 IC卡有

效。 停靠站点：金阳客站———商城东

路———宾阳大道———石林西路———

体育路———奥体中心 C区———石林

东路———金阳医院———龙泉苑街

口———金阳南路(南)———西南五金市

场———野鸭塘———贵阳普天———柏

杨林———野鸭中学———金钟桥———

轮胎厂———金关钢材市场———省地

勘院———车管所———三桥———三桥

北路口———二桥———转弯塘———头

桥———延安西路———紫林庵———喷

水池———大十字———钻石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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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每年的农历大年初一，

到黔灵山公园去登高“拾柴” 、祈福

新年，是很多贵阳市民的习俗。 记者

昨日从黔灵山公园管理处获悉，当

天， 工作人员将在公园南大门准备

10万份干柴， 待市民前去 “拾柴

（财）归家” 。

昨日上午， 记者在黔灵山公园

看到， 绿化工人正将一盆盆花卉环

绕摆放在一个大大的“春” 字下，烘

托新春佳节的喜庆氛围。 据黔灵山

公园管理处综合部主任张涛介绍，临

近春节，公园引进了石竹、比利时杜

鹃等 3 万盆花卉在公园南门、 三岭

湾、七星潭、动物园等沿线打造景观

带，营造节日氛围。

据悉，去年春节“黄金周”期间，

约有 30万人次到黔灵山公园参观，游

客数量居贵阳市旅游景区榜首， 为公

园的安保、 服务等带来很大压力。 为

此， 今年黔灵山公园管理处提前制定

了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 节前对公园

重点部位和基础设施进行彻底检查，

消除安全隐患。 节日期间，应急指挥

中心将通过使用监控设施和红外热

图客流量统计系统等电子监测手段，

对公园进行全天候排查、管控，设置

安全保卫力量 80人， 增加巡视巡查

频次和密度，保障安全有序的游园环

境。 同时，为方便市民游客快速入园，

届时公园的售票窗口将增至 6个。

另外，大年初一，工作人员将在

公园南大门志愿者微笑小屋附近准

备 10 万份干柴， 满足游客 “拾柴

（财）归家” 的需要，避免公园植被

受到破坏。 因春节期间游客较多，黔

灵山公园管理处提醒大家：在公园游

玩时，应有序排队，注意安全，不要携

带烟花爆竹入园，文明游园。

（本报记者 杨林国）

黔灵山公园 备“财”10万份

等待市民大年初一前去“拾柴（财）归家”

本报讯 2018 年观山湖区西南

商贸城新春庙会期间， 贵阳市公交

公司将延长服务时间， 部分采取大

站快车运营模式， 同时开通奥体中

心到西南商贸城的摆渡专线， 助力

市民看灯会逛庙市。

据悉，今年西南商贸城新春灯会

庙市的时间为 2018年 2月 19 日（正

月初四，星期一）至 3 月 2 日（正月

十五，星期五），历时 12天。地点为贵

阳西南国际商贸城 1 号、2 号、3 号、4

号、5号、6号广场及周边道路。

为方便市民前去观看 “春节灯

会庙市” ，贵阳公交集团将对部分涉

及南明、云岩、小河、花溪、乌当、白云

区域的公交线路进行延时服务，临时

延时服务将开通大站快车、 直达快

车。 同时开通摆渡专线，由奥体中心

往返西南商贸城。

此外，2 月 16 日（正月初一）至

2 月 20 日 （正月初五）、3 月 2 日

（正月十五）， 孔学堂也将举行春节

文化庙会，期间，途经贵阳孔学堂的

201、202、203、204、205、206、207、

248、254 路等 9 条常规公交线路，将

确保出车率，缩短发车间隔，南明、小

河调度中心将密切关注客流情况，适

时调整车辆配置和发车间隔，满足市

民参观的出行需求。 同时，公交部门

将设立应急保障分队， 准备 10 台应

急车辆做到随时待命， 及时补充运

力，确保参加孔学堂春节文化庙会活

动的市民往返无碍，做到安全、有序、

快捷出行。 （本报记者 杨皓钧）

延长收班时间、大站快车运营、开通摆渡专线……

多条公交线 直通灯会庙市

孔学堂春节文化庙会活动期

间，直达公交专线的走向为：河滨

公园（省总工会对面）———（行驶

花溪大道不设站）———孔学堂。 专

线开通日期为：2 月 16 日（正月初

一）至 2 月 20 日（正月初六），共

6天。发车时间为：11:00—14:00。孔

学堂发车时间为：12:30—16:30；2

月 17 日（正月初二）至 2 月 20 日

（正月初六）：河滨公园发车时间：

9:30—14:00。 孔学堂发车时间：10:

30—16:30。 发车间隔：30 分钟 /

班，同时将根据客流情况，实时调

整发车间隔。 执行票价为 2 元 /

人、IC卡及免费乘车证无效。

孔学堂春节文化庙会直达专线

西南商贸城灯会庙市公交线路

昨日，省公安厅交管局利用大数

据，对贵州 5年来的春节交通事故进

行盘点发现， 高速公路事故量较高，

尤以夜晚 19时至 20时为多发。

2月 12日， 省公安厅交管局对

2013年至 2017 年这 5 年春节期间

（每年春节除夕至十五，5 年共 80

天）以及平时日均（2013 年春节至

2018 年 2 月 12 日累计） 的全省交

通事故分别进行了统计和分析。

结果发现，过去 5年春节期间，高

速公路平均每天的事故量比平时高

25.82%， 四级道路比平时高 12.88%。

而过去 5 年春节期间， 一般城市道

路上平均每天交通事故量比平时降

低 37.23%，城市快速路降低 22.96%。

省公安厅交管局民警表示，高速

公路、四级道路（县乡道路）事故多，

与春节期间出游和走亲访友有关，不

少人回老家过年，城里车比平时少。

从春节事故发生的车型分析，5年

春节期间， 普通二轮摩托车事故量最

高，共发生 1308起，基本上是位列第

二位的小型轿车事故量和位列第三的

小型普通客车事故量之和。 而且，摩托

车乘坐人员伤亡率较高， 每 1.68起摩

托车交通事故中就有 1名乘客伤亡。

另外，平时每天从 7时至 20时，

交通事故发生数量一直处于高位且

比较平均。 5年春节期间，每天 15时

左右交通事故发生量出现一个峰值，

这个时段在平时正是午休后时段，有

午睡习惯但因出游在外没有午休的

人容易犯困；19时至 20时是最高峰，

每天该时段交通事故最多发。

此外， 交通事故数据显示，5 年

春节期间， 平均每天的事故量比平

时低 6.34%，但春节期间平均每天因

交通事故受伤人数， 却比平时上升

4.19%，平均每天因交通事故导致 24

小时内死亡人数更是比平时上升

12.57%。

据省公安厅交管局民警介绍，春

节团聚以家人聚会为主，出行量相对

减少，但基本上是全家出行，车上乘

客相对较多，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

伤亡较大。 此外，虽然过去 5年春节

期间各种交通事故形态与平时相差

不大，但坠车事故和翻滚事故大幅增

加，分别增加 41.5%和 31.1%。

5年春节期间，全省共查获酒驾

司机 1953 人，近三年平均每天都超

过 30人。

此外，5年春节期间， 贵州交警

现场查处较多的交通违法行为有：小

型汽车———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

未携带行驶证、违反禁令标志、未携

带驾驶证； 摩托车———未戴安全头

盔、未携带行驶证、未携带驾驶证。

为避免因未携带驾驶证、 行驶

证，车辆被暂扣，春节期间开车外出

特别是出游远行， 一定要先检查车

况，带齐相关证件。 李强

本报讯 春节期间， 贵州科技

馆将安排闭馆数日， 于初四开馆，

期间将组织丰富多彩的科学表演、

实验科普以及互动游戏活动。

据悉， 省科技馆于 2 月 12 日

至 18 日闭馆， 进行展品及场馆的

保养、维护，2 月 19 日（正月初四）

起，正常开馆。 节日期间开馆时间

为：10:00———16:30， 请市民合理

安排出行和参观时间。 为节省排队

时间， 需观看 4D 电影的观众请持

有效身份证件，提前预约。

除了常规展馆展出以外，科技馆

在节日期间分别以“新春家家乐”和

“春节里的灯笼”为主题，通过科学表

演秀、科普制作、科普讲座、科学实

验与艺术展示等形式开展一系列的

科学活动， 有兴趣的市民可以拨打

电话 0851—85832933报名参加。 春

节期间， 场馆活动还有月球小车、高

压放电、飞机模拟驾驶等，在寓教于

乐过程中传授科学知识。 （王蕾）

贵阳市云岩区延中社区昨日举行以“人民大道爱传递，情满延中暖冬行”为主

题的迎新春百姓大联欢活动，表达对辖区居民、干部职工的新春问候和诚挚祝福。

据悉，本次活动由云岩区人民政府、人民大道建设指挥部主办，工商银行贵州

省分行营业部、贵阳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102.7协办，云岩区文体局、云岩区文

化馆、延中社区承办。 本报记者 商昌斌

延中社区

“闹”新春

贵州科技馆

初四就开馆

盘点贵州五年

道路交通事故

高速事故最多

入夜之后多发

事故伤亡率高

日查酒驾超 30起

■新闻速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