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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供电局

为了提高电网供电质量， 贵阳市 2018 年 7 月 30 日—8 月 3 日将对以下线路进行计

划检修停电，请广大客户做好停电准备，对此给您造成的不便，我们表示深深的歉意。

温馨提示:一周停电早通知

24小时供电客户服务热线

万家灯火 南网情深

https://95598.gz.cs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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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停电日期及

时间（小时）

停电线路

停电影响的主要路段及客户

7月 30日

6:30--18:00

10千伏陶思线全线

黔陶骑龙、赵司、青岩思潜等片区

7月 31日

6:30--18:00

11千伏陶思线全线

高坡乡

7月 31日

9:00--18:00

10千伏陶陶线 1-20 号杆前段

黔陶子牙、猪场、茶场、汇鑫陶瓷厂

7月 31日

09：30—17：30

10千伏孟碧线 6065 号开关至

6063 号开关之间区段

花

溪

区

7月 31日

09：00—18：00

10千伏朱金西线

中铁二十四局贵溪桥梁、中铁二十四局改毛施工

1号、贵阳花溪恒产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贵阳铁路

建设公司、中铁二十四局

窦官村、窦官小学、青龙村、石头村、新大新、普瑞

学校施工变、中铁十二局、中铁置业施工变、湖山

郡施工变等

7月 31日

09：00—18：00

10千伏朱郝线

茶饭村、长冲村、赵关提水站、尖山村、牟老村、郝

官村、贵阳市乌当区朱昌镇村委会、

7月 31日

09：00—17：00

10千伏龙冶线冶木支线森龙区 01 号

环网柜 012号开关后段线路

建信水务、双龙航空港施工变

7月 31日

09：30—17：30

10千伏孟闽 I 回 003 号开关至孟司 -

孟闽 I回 6610号联络开关之间区段、10

千伏孟闽 II回全线

闽达钢厂

7月 31日

9：30—17：30

10千伏孟司线 6044 号开关至至

孟司 - 孟闽 I 回 6610 号联络开

关之间区段

正邦畜牧、宏新玻璃、复合肥厂、威尔豪斯、闽达钢厂、

高速达物流、改毛村贵阳酒厂、中国石油贵州销售公

司、贵阳鑫巨川物流有限公司、 黔朗物流中心 、恒润

焊网、贵州科润钢筋加工配送有限公司、贵阳华港饲

料厂、昊华有限公司配电房、华特爱斯物流、储运公司

牛郎关分公司、中鑫新材料

双龙

新区

本报讯 7 月 22 日 16 时 30 分

许，三都县遭遇强风，导致县城一

座跨河风雨廊桥（木质结构部分的

局部）被吹倒塌。致 2人死亡 11人

不同程度受伤。

遭遇大风的横跨都柳江的跨

河廊桥， 当地群众称之为同心

桥。 始建于 2003 年，桥上木质建

筑部分， 全是水家建筑格调，木

质结构上盖着瓦片。 桥下的建有

拦河坝,该桥建成至今，不但是

三都县人民纳凉休闲的好去处，

同时也是三都县城的一道靓丽

风景线 。

知情者透露，7 月 22 日 16 时

许，三都县城先是一阵急骤暴雨，

继而出现超强大风。“我们本地人

习惯性称之为龙卷风， 太可怕

了。 ” 目击者潘先生表示，因为当

天三都县城赶集，出事前，除了在

桥上纳凉的市民外， 还有不少赶

集市民在桥上避风雨。 不曾想，大

约 10 来分钟后，狂风来袭，同心

桥中间部位的木质建筑瞬间倒塌

掉进河里， 一起掉进河里的还有

桥上的部分市民。

据当地居民称，强风持续了大

约几分钟。 大风过后，人们看到倒

塌下去的木料横七竖八叠加漂浮

在河面。 现场一派狼藉。

风灾发生的第一时间，三都县

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亲自赶往现场

组织救援，县属各相关部门迅速投

入救援力量参与救援。 由于倒塌下

去的木料较多，加上救援情况比较

复杂， 当地官方 7 月 23 日凌晨 2

时许对外发布的消息称，此次风灾

已造成 2 人死亡 11 人不同程度受

伤。

据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监测

信息显示：当天 16 时 20 分，三都

县城出现大风天气， 风速为 21.5

米每秒，达九级风力。

至记者发稿时，当地各项后续

救援以及善后工作正在有条不紊

地进行。 据了解，此次伤者已全部

得到有效救治。

（本报记者）

三都:九级瞬时风吹塌风雨桥

致 2 人死亡 11人不同程度受伤

本报讯 据省气象台消息，本

周我省雨水多，24 日， 除了遵义市

大部、铜仁市大部、黔东南州北部

有 35℃以上的高温天气外，我省大

部分地区维持晴热少雨天气；25 日

至 29 日， 全省转为阴天间多云的

天气，多阵雨或雷雨，南部和西部

地区局部有中到大雨，部分乡镇有

暴雨，高温天气有所缓解。

具体预报为:23 日夜间到 24

日白天，省的西部、南部多云间阴

天有阵雨或雷雨， 局地中到大雨，

个别乡镇有暴雨，并伴有分散性强

对流天气，其余地区晴到多云有分

散阵雨或雷雨，遵义市大部、铜仁

市大部、黔东南州北部及赤水河谷

有 35℃以上的高温天气，但贵阳市

大部、安顺市大部、六盘水市、黔西

南州大部、毕节市大部最高气温仍

维持在 30℃以下；24 日夜间到 25

日白天，全省大部多云间阴天有阵

雨或雷雨，其中西部、南部局地大

到暴雨；25 日夜间到 26 日白天，省

的中南部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或雷

雨，西南部局地大雨，个别乡镇暴

雨，其余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

贵阳市预计本周以多云有阵

雨或雷雨天气为主。 具体预报为:

23 日夜间到 24 日白天， 气温

21—31℃， 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

雨；24 日夜间到 25 日白天， 气温

21—29℃， 阴天间多云有阵雨或

雷雨；25 日夜间到 26 日白天，气

温 20—28℃， 多云间阴天有分散

阵雨。

（本报记者 张晨）

据省气象台预报

本周我省阵雨多 局地有暴雨

本报讯 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

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 月 25 日至

28 日，贵阳北站增开 4 趟经停动车

组， 广大旅客从贵阳乘坐动车前往

成都、 昆明和重庆等地又增添了新

选择。

据介绍， 这 4 趟动车组经由渝

贵、沪昆两大高铁线路运行，具体开

行日期、经停贵州境内站点分别为：

1.� 7 月 25、27 日，成都东至昆

明南加开 G2885 次， 成都东 9:19

开，经停我省桐梓东、娄山关南、遵

义、息烽、贵阳北（13:31 到，13:38

开）、安顺西、普安县等 7 站，当日

16:07 到达昆明南。

2.� 7 月 26、28 日，昆明南至成

都东加开 G2890 次， 昆明南 13:27

开，经停我省普安县、安顺西、贵阳

北（15:50 到，15:56 开）、 遵义等 5

个高铁站，当日 19:49 到达成都东。

3.� 7 月 25、27 日，昆明南至重

庆西加开 G2882 次， 昆明南 16:33

开，经停我省普安县、安顺西、贵阳

北（18:54 到，18:57 开）、遵义、桐梓

东等 5站，当日 21:18 抵达重庆西。

4.� 7 月 26、28 日，重庆西至昆

明南加开 G2871 次， 重庆西 8:03

开，经停我省娄山关南、贵阳北（10:

16 到，10:21 开）、安顺西、普安县等

4站，当日 12:45抵达昆明南。

目前， 通过铁路 12306 官网、

12306 手机客户端 （APP）、 电话

（95105105、96006）、 火车站窗口、

自动售票机、 火车票代售点等 6 种

途径，可购买上述列车车票。

（本报记者 曾秦）

7月 25 日至 28 日

贵阳北站

增开 4趟动车

■新闻速递

本报讯 7 月 24 日 14 时至

15时，贵州省骨科医院创伤科副

主任刘福尧，将值守本报“专家

坐诊” 健康热线，针对科学应对

骨折话题，与广大读者进行交流。

届时读者可拨打热线电话

0851-85811234 与专家交流。 若

读者未能打进热线，可关注“健

康森林”（gz-myt） 微信公众号

后，将欲咨询的问题进行发送。本

报将把问题转给专家， 并在贵阳

晚报“健康森林” 版面刊登专家

的相关解答内容。 （王杰）

今日 14 时至 15 时

专家做客本报

细谈应对骨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