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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夜间到 10日，全市大部地区将出现低温雨雪天气，为迎战冷空气——
—

贵阳发布易凝冻路段示警
本报讯 12 月 7 日起， 贵阳将
迎来大幅降温天气， 为保证道路安
全， 市公安交管局梳理了全市范围
内易凝冻路段向社会公布， 提醒广
大驾驶员谨慎驾驶。此外，为备战低
温雪凝天气，昨日，贵阳市政府应急
办组织气象、交通、民政等部门召开
突发事件处置会商会， 强调各部门
要积极备战低温、雪凝天气，减轻灾
害天气造成的影响。
市政府秘书七处要求各部门按
照工作职责， 提前采取应对措施，形
成合力。尤其是气象部门要及时在微
信群中发布最新灾害天气预报和预
警，为政府领导决策提供有力参考。
另据贵阳市气象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预计 12 月 6 日夜间到 10 日，
受强冷空气影响， 全市大部地区将
出现低温雨（雪）天气过程，气温明
显下降， 大部地区最低气温降幅在
6℃左右， 最低气温将降至 -2℃左
右。 7 日夜间开始全市自北向南气
温降至 0℃以下， 大部分地区将出
现冻雨或雨夹雪天气， 地势高处道
路、桥梁、隧道口有道路结冰。 11 日
全市转为阴天， 气温回升， 低温雨
（雪）天气自南向北结束。
此次天气过程，对我市交通、农
业、 电力和群众的生产生活将造成
一定影响。
具体天气预报如下：5 日夜间，
阴天有小雨， 气温 6～8℃；6 日，阴
天有小雨， 夜间气温大幅下降，开
阳、修文、息烽地势高处有冻雨或雨
夹雪，气温 1～8℃；7 日，阴天有冻
雨或雨夹雪，地势高处道路、桥梁、
隧道口有道路结冰，气温 -1～4℃；
8 日，阴天有冻雨或雨夹雪，地势高
处道路、桥梁、隧道口有道路结冰，
气温 -2～2℃；9 日， 阴天有冻雨或
雨夹雪，地势高处道路、桥梁、隧道
口有道路结冰， 气温 -2～1℃；10
日， 冻雨或雨夹雪转阴天， 气温
-1～3℃；11 日， 阴天间短时多云，
气温 -1～4℃。
贵阳市气象局建议， 一是此次
低温雨（雪）天气将持续 5 天左右，
请农业、交通、电力、供气等相关部
门提前做好防范措施。 二是 7 日
-10 日，我市将维持低温雨（雪）天
气，路面湿滑，部分路段有雨雾，地
势高处道路、桥梁、隧道口有道路结
冰，请注意交通安全。三是此次天气
过程降温幅度大，注意防寒保暖，用
煤、碳取暖时注意通风，预防一氧化
碳中毒。
贵阳交警部门表示， 为应对低
温凝冻天气对道路带来的影响，贵
阳交警已做好相关准备， 并梳理全
市范围内易凝冻路段向社会公布。
（石奎 本报记者 李强 张晨）

■相关链接

贵阳这些路段易凝冻
贵阳市城区：
云岩区易凝冻路段：东山往王
家桥长下坡处、东山往公安厅方向
鱼背坡处、 周家山往北京东路方
向、瑞北到黔灵山隧道、云山隧道
往雅关隧道 （小关一号桥上面）、
黔灵山路进保利云山匝道、偏坡大
桥、花香村路口、黔灵公园路口、头
桥英烈路口、 中山南路金顶路口、
贵黄公路、贵遵公路、改查大道、百
花大道（老车管所路段）、西二环、
中环桥面、中坝立交等。
南明区易凝冻路段： 中环南
段东站立交段、 贵惠大道二戈寨
大桥、川黔铁路大桥段、西南环线
母猪井大桥、二戈寨立交段、孟关
大道摆郎立交段、都司高架桥、五
里冲路转往都会大街匝道、 遵义
中路高架桥、解放西路高架桥、宝
山南路团坡桥等。
南明区易团雾路段： 中环路
东段、致富路、西二环甲秀南路至
金竹立交段等。

乌当区易凝路段：北京东路延
伸段所有桥面、 航天大道大龙滩桥
面、三江大桥；云开二级公路的杨柳
塘大桥、27—28KM 桥面、蔡家关隧
道出入口、马堡段、羊昌匝道口、水
田至蔡家关路段、 偏坡至百宜路段
（老路）、水田至新堡（老路）等。
乌当区易团雾路段： 云开二
级公路 22—32KM(31—32.5KM）
处等。
经开区区易凝冻路段： 贵安
大道全段、金竹立交桥上、中曹司
大桥上、 万科大都会、 花城等路
段、黔江路消防大队上下坡路段、
四十四医院上下坡路段、 海信立
交桥面、桐荫立交桥面、西南环线
平桥驼背桥面等。
经开区易团雾路段： 贵安大
道天利城路段等。
白云区易凝冻路段： 都拉大
桥、大关立交、黑石头大桥、老 210
国道猫山段、白金大道高架桥、白

沙关家属区、 白沙关路、 同心东
路、云峰大桥、六道拐、九道拐、白
金大道高架桥、158 县道殷家山、
云雾山、石龙村、盐沙大道与二十
六大道交叉口特等。
白云区易团雾路段： 同城大
道周武山等。
花溪区易凝、团雾路段：久安
乡（石板镇至久安路段）、麦坪镇
（麦坪镇老路）、金马大道、高坡
乡路段等。
观山湖区易凝冻路段：黔灵山
路大桥、小关特大桥、大关高架桥、
大田湾桥、彩虹桥、小湾河桥、北站
南北高架桥；黔灵山路、观山东路、
石标路、金朱东路、金阳北路等。
观山湖区易团雾路段： 云潭
北路、黔灵山路、金阳北路、长岭
北路等。
双龙新区易凝冻路段： 机场
路渔梁河大桥、贵龙大道匝道、龙
洞堡大道、210 国道千家卡等。

70km 至 76km 等。
息烽易凝、 易团雾路段：210
国道黎安路段、176 县道大岭口路
段、180 九岭岗路段等。
开阳易凝冻路段：354 国道双
流刘育阴地沟段、 双永高枧组段
（含八字沟）、 双永村毛栗山段、
天和黄磷厂段、 用沙段、 凉水井
段、白马毛稗冲段；双金公路鬼门
关段；县道双流至三合、三合至修
文六屯、三合至城关镇鱼上、三合
至禾丰段、 开楠路安坪村牛角组
区路段； 通组公路的堕秧村罗家

寨组红岩口路段、 毛坪村大花山
组路段、双山村村委路段、辉黔村
上寨组丫口路段、 马江村练岔组
路段、马江村何家坡组路段、马江
村小山沟组至拐寨路段等。
开阳易团雾路段 ：345 国 道
双流全路段， 双金公路用沙至鬼
门关路段，高寨至龙岗主羊坪、沙
子坳、杠寨、小坝田，久场至杠寨
干山路段，南龙白沙坡路段 - 中
桥路段，南龙 - 田坎村 - 开阳路
段等。

贵阳三县一市
清镇易凝、团雾路段：麦格乡
龙滩村高桥组、S307 省道流长乡
麻拐山路段、 新店 211 线桃子坝
路段、鸭甸河路段等。
修文易凝冻路段： 国道
2255km+500m、 国道 2267km 至
2269km、 贵 毕 公 路 ：39km 至
39km+100m、56km+100m
至
56km+500m、58km 至 59km、
61km 至 61km+500m、74km 至
74km+300m、75km
至
75km+100m 等。
修文易团雾路段： 贵毕公路

贵阳高速
易凝冻路段： 兰海高速贵遵
段：黎安隧道、将军山大桥、马山
大桥、沙帽河大桥、老王田大桥、
扎佐、高尔夫、沙文；环城高速南
环线：牛郎关大桥、花溪大桥；贵
惠高速花溪青岩； 花安高速燕楼

- 马铃；沪昆高速大河边特大桥；
贵黔高速：老虎洞大桥、麦格、鸭
池河大桥；贵阳环城高速：白云 1
号大桥、 白云 2 号大桥、 干井大
桥、尖坡互通；贵阳绕城高速：水
口寺大桥、 野牛坝大桥； 贵瓮高

速：龙岗、百宜；贵遵复线水田等。
易团雾路段： 兰海高速贵遵
段：黎安隧道、将军山大桥、马山
大桥、沙帽河大桥、老王田大桥、
扎佐、高尔夫、沙文等。
■李强

“聚焦 12·5 国际志愿者日
直播”

优秀志愿者
讲述亲身经历
本报讯 12 月 5 日是第 33 个国际
志愿者日， 由贵阳市文明办等主办的
“
聚焦 12·5 国际志愿者日直播” 活动
上午 10 点上线网络，四位优秀志愿者
代表和两位专家齐聚一堂， 与广大网
友共同探讨近年来贵阳市志愿服务的
工作成果，回答网友关注的热门问题。
直播现场， 优秀志愿者代表余太
湖、 优秀志愿服务社区代表水东社区
廖荣冰、 优秀志愿服务组织代表贵州
师范大学求是学院“阳光者” 青年志
愿者联合会代表尹捷、 优秀志愿服务
项目代表观山湖区爱心志愿服务平台
代表冯强， 分别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
述与贵阳志愿服务的故事。
另据了解，当日，一场主题为“互
助友爱为大家·志愿服务我先行” 的
志愿者经验分享会活动在筑开展，活
动由贵阳市文明办、 民政局和共青团
贵阳市委共同举办。 此次活动的举办
也是为纪念国务院颁布实施《志愿服
务条例》一周年。
又讯 12 月 5 日，团省委、省文明
办、省民政厅、省志愿者协会在龙里举
行“
脱贫攻坚·志愿黔行” 省级示范活
动。 一场文艺表演拉开了国际志愿者
日活动序幕。 随后，来自我省司法、医
院、消防等近 10 余支行业志愿者服务
队在现场为过往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服
务、脱贫攻坚政策讲解等志愿服务。
截至目前， 贵州省注册志愿者超
过 312 万人，志愿者组织达 1.5 万个。
（龙毅 张仁东 谢孟航 肖达钰莎
张晨）

银联启动手机 POS
首批应用试点
本报讯 日前，中国银联联合各大
商业银行及华为、小米、三星、OPPO、
魅族等主流手机厂商正式启动了银联
手机 POS 产品首批应用试点合作。 届
时收单用户只需通过自持手机下载指
定手机 POS 收单 APP 或使用手机自
带钱包 APP， 完成商户在线注册并经
机构审核与开通后， 即可受理包括银
联 IC 卡闪付、银联手机闪付和二维码
支付在内的多种支付方式。
银联手机 POS 后续还将根据客
户定制需求， 集成包括身份证以及社
保卡等在内丰富金融服务功能， 实现
多功能收付一体化。
（本报记者 王蕾）

贵州茅台酒一站式收购服务中心
老酒越陈越香，被称为液体黄金，其文化一体，品牌品相
年份代表不同的价值，普通市民大多不太懂老酒收藏，存放
的相关知识，如因环境存放不当，很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
会发生品相破损，漏酒或跑酒现象，价值随之降低，甚至变成
废品！ 及时变现很重要。

诚于交往，信于兴旺！

打造贵州人自己的陈年老酒文化收藏体验馆
我省作为我国名酒产生地，贵州茅台酒家喻户晓， 为酒
类龙头风向标，贵阳是本省品牌的集散地，( 黔诚酒业)致力打
造贵阳陈年老酒文化收藏体验馆， 以筹建贵州本土品牌为
主，以贵州茅台酒为首，收藏陈列，传播老酒文化为目的，以
藏酒体验、评估、鉴定、收购交易一站式服务于全省，全市民
众、让市民价格高，轻松变现，让酒文化爱好者，大器尊贵的
成功人士，方便无优的品喝到有年份真正的陈年老酒。 贵州 收购热线：18984369697
广告
17785143390 彭先生
人自己的老酒收购交易平台现面向全省征集征集茅台酒，名
地址：贵阳市南明区都司路与文化路交叉口
优老酒，贵州各地方名酒、评估、鉴定、酒文化交流，收购活动。
都市花园 1 楼（黔诚酒业）青禾家居正对面
凡是支持本次活动成交的朋友，赠送（修正牌）养生茶一罐。

现金收购陈年老酒，新老茅台酒等各种库存名优老酒、冬虫夏草、可预约上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