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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省气象台统计，8 日

08 时至 9 日 08 时， 我省最低气温

0℃以下有 49 县站（万山

-

5.3℃为

最低）；33 县站出现冻雨，22 县站

出现降雪，31 县站出现电线结冰。

据预测，未来三日，各地气温还将持

续低迷，但明日起冻雨逐渐缓减，12

日夜间开始，各地气温将回升。

具体预报为：10 日全省阴天有

小雨，贵阳、铜仁、黔南和黔东南两

州北部、毕节等部分地区有冻雨或

雨夹雪，东部、北部地势较高处将

有道路结冰； 到了 11 日白天，兴

义、 六盘水等西部地区阴天有小

雨， 其地势高处有冻雨或雨夹雪，

其余地区小雨转阴天；11 日夜间到

12 日白天，西部阴天有小雨，其余

地区白天阴天间短时多云夜间有

零星小雨，其中西北部及北部地区

地势高处夜间有零星冻雨或雨夹

雪；12 日夜间到 14 日，西部边缘和

东北部多云，其余地区阴天间多云

夜间有零星小雨，各地气温回升。

据贵阳市气象台预测，周一到

周二冷空气影响持续， 低温持续；

周三到周日， 冷空气影响减弱，气

温有所回升，凝冻天气结束。

本周（10日—17日）最高气温

为 8℃，最低气温 -1℃。 具体预报

为：9 日夜间到 10 日白天， 阴天有

小雨，夜间北部地区阴天有冻雨或

雨夹雪，气温 0℃—4℃；10 日夜间

到 11 日，阴天有冻雨或雨夹雪，气

温 -1℃—3℃；11日夜间到 12日白

天，阴天间多云，气温 0℃—8℃。

（本报记者 张晨）

明日起 我省冻雨天气缓解

12日夜间开始，气温将回升

■相关新闻

贵阳雾凇

受市民追捧

12 月 9 日，贵阳市多地气温

继续下降， 开阳县最低气温降到

-3.1℃。 贵阳多地势较高地带出

现雾凇景象，一眼望去冰天雪地，

漫山遍野铺满冰晶， 吸引不少贵

阳市民前往欣赏。

石奎 黄世芹 本报记者 张晨

■图片新闻

本报讯 受持续雪凝低温天气

影响，黔南州境内因道路凝冻结冰

不具备通行条件的路段，从 12 月 8

日的 2 条升到 5 条，截止到记者 12

月 9日 17时发稿时，这些路段仍由

交管部门派员现场值守，防止过往

车辆强行通过。

据了解，实施交通管制的路段

分别是：321 国道都匀螺丝壳路

段，210 国道贵定县境内 2413 公

里 700 米处（小地名:谷牟关），贵

定县境内 928 县道 16 公里

+

500

米往仙桥方向路段以及贵定县德

新镇光明村、四寨村、喇垭村大部

分村级道路，独山县影山镇境内乡

道翁台白鸡坡路段，三都县境内都

江镇路段。

来自黔南州交警部门消息，上

述这些路段因为海拔高，气温持续

走低且伴有一定的浓雾，路面凝冻

不具备通行条件，目前已安排辖区

交管部门或派出所民警设卡执勤，

防止一些车辆强行通过。 另外，组

织力量会同有关部门适时进行巡

查，一旦发现险情，将按照应急预

案进行处置。 图为贵定县德新镇境

内交通管制点执勤的民警。

（本报记者 张仁东）

本报讯 12 月 8 日晚至 9 日凌

晨，遵义境内各条高速公路不同程

度出现凝冻。 当地高速交警、路政、

应急等部门及时出动融雪除冰，共

计撒盐 580余吨， 截至目前各高速

公路均正常通行。

兰海高速遵义乌江、高坪段是

辖区易凝路段，8 日晚 20 时左右，

遵义兰海高速交警六中队民警巡

逻发现，部分路段有凝冻现象，“我

们立即与路政、应急部门进行融雪

除冰， 经过 1 个半小时的努力，路

面凝冻得以消除。 ” 六中队民警李

绍伟说。

据介绍， 当晚兰海高速娄山

关、 凉风垭等路段均有凝冻现象，

辖区交警中队分别于 20 时及 9 日

凌晨 3 时，进行融雪除冰，目前路

面通行正常。

记者分别从遵义杭瑞、 遵赤、

遵绥、 道安等高速交警大队获知，

从 8日晚 20时开始，遵义境内各条

高速公路均有不同程度凝冻。 9 日

晨，遵义绕城高速、遵绥高速因撒盐

除冰临时交通管制， 目前各高速公

路均通行正常。

“部分路段的交警、路政、应急

人员甚至通宵未眠，在路面巡逻、除

冰。 ” 遵义市交管局有关人士说，目

前遵义共计出动撒盐车 41辆，撒盐

582.5吨。

据介绍，有“遵义最高省道” 之

称的 S303 省道德江与务川交界处

的石朝、正安县桴焉至庙塘、班竹至

上坝路因道路凝冻处于交通管制状

态，恢复通行时间不详。

（本报记者 黄宝华）

本报讯 12 月 7 日以来， 全省

气温持续走低， 导致部分地区输电

线路出现覆冰。 12 月 9 日下午 16

时， 贵州电网公司启动低温冰冻灾

害黄色（Ⅲ级）预警，全力开展观

冰，并根据实际情况展开融除冰，确

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截至 9 日中午 12 时，贵州电网

覆冰预警系统监测显示， 全网 110

千伏及以上线路覆冰比值超过 0.5

的共计 11 条， 其中 500 千伏 1 条

（500 千伏福施Ⅱ回线覆冰厚度达

到 6.21 毫米），220 千伏线路 6 条，

110千伏线路 4条。

目前，贵州电网 90 套融冰装置

完好并随时可用， 保障融冰工作及

时开展；290 套覆冰预警终端在线

率 100%，同步设置人工观冰点 1184

个，保障覆冰监测及时准确；修编完

成 10 千伏———500 千伏现场融

（除） 冰现场处置方案 7943 册，确

保融除冰手段全覆盖。

据气象部门预测，12 月 9 日夜

间至 12 日白天，全省大部地区仍

将持续低温天气， 部分地势较高

处夜间有冻雨或雨夹雪。 贵州电

网公司将结合天气情况， 对达到

融冰启动阀值的线路及时启动融

除冰工作， 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

行和充足可靠供电。

（江伟 胡春 曾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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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电网启动———

低温冰冻灾害

黄色预警

撒盐近 600 吨———

遵义高速公路

保持畅通

■全省路况

雪凝气候持续加剧

黔南交通管制

路段升至 5条

本报讯 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

限公司营运管理中心公布的路况显

示：截止到昨日中午 12 点，贵州出

现凝冻的路段不断增加， 营运管理

部门出动上千人次撒盐除冰。

据统计， 凝冻洒盐路段包括

G

75E贵遵复线全路段；

G

75 兰海高

速贵遵段全路段、 崇遵段全路段；

G

60 沪昆高速贵新段 （贵阳 - 都

匀）、清镇段（安顺 - 清镇）、凯麻

段全段；

G

6001贵阳绕城(尖小段)；

S55 白茅高速全路段；

G

56 杭瑞高

速遵毕段全路段，

G

75 兰海高速贵

新段全路段；

G

76厦蓉高速水都段、

织纳段、清织段、毕生段；S62 余安

高速余凯段全路段；S84 天黄高速

天三段全路段；S15 铜大高速全段；

S25思剑高速（镇远南站与大地站

之间），S63 凯雷高速全路段，S15

松从高速天黎段（锦屏站与高酿站

之间），S62 余安高速余凯段（凯里

北站与余庆西站之间），S84天黄高

速施黄段 （黄平北站与施秉站之

间），S62 余安高速凯羊段（凯里北

站与丹寨站之间）。

目前， 贵州高速集团各营运管

理中心在抗凝保通关键位置储备抗

凝物资、 在收费站准备了应急食品

和饮用开水。 高速公路应急队员 24

小时轮换值班， 及时根据路面情况

融雪除冰。

与此同时，都匀营运管理中心

与广西河池高速公路运营公司启

动协作机制，在广西桂黔六寨省界

收费站发布贵州高速公路凝冻预

警信息，并临时关闭

ETC

通道，设

置安全标志。 配合

LED

情报板及

车道人工提示，提醒驾驶人员注意

行车安全。

目前，高速交警、高速路政、高

速应急队正加强低温天气路面巡查

管控，提高防范能力；桥隧养护工人

们进行预防性撒盐工作。

（本报记者 王芳）

凝冻来袭 高速公路压力骤增

贵州相关部门出动上千人次撒盐除冰保畅，加强巡查管控

交警帮群众扛包通过雪线 黄黔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