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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因近期温差较大，贵阳

多处出现团雾， 为确保驾驶员行车

安全，昨日，贵阳交警发布全市易团

雾路段，提醒驾驶员小心驾驶。

贵阳交警公布的主要易团雾路

段为：偏坡特大桥、中坝立交、中环

路东段、致富路、西二环甲秀南路至

金竹立交段、 云开二级公路 22—

32km（31—32.5km）处、贵安大道

天利城路段、同城大道周武山、久安

乡 （石板镇至久安路段）、 麦坪镇

（麦坪镇老路）、 高坡乡路段等；云

潭北路、黔灵山路、金阳北路、长岭

北路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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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毕

公路 70km至 76km等。

另外，贵阳高速公路易团雾路段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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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南环

高速 27km 至 34km、 贵阳环城高速

K67 至 K83、 贵黔高速 K47 至 K51

等；遵贵扩容高速（贵遵复线）开阳段

192km 至 199km （双向）、 开阳段

203km至 210km（双向）等。

贵阳交警提醒：雾天行车，要打

开雾灯，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

在高速公路行车，遇大雾、团雾时，

如能见度低于 100 米， 还要开启近

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

闪光灯。 如能见度在 50 米左右时，

应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

路。 （本报记者 李强）

本报讯 贵州春茶品鉴会 1 月 9

日在贵阳举行。当天，贵州最早的一

斤春茶，成交价拍出 88888元。

茶届认为，“明前茶，贵如金” ,

今年， 普安县江西坡苗寨丫口茶园

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

让春茶采摘提前到 2018 年 12 月

26日，成为贵州最早春茶。

据悉， 贵州春茶上市一般在二

三月份， 今年的这批春茶比往年早

了一个多月， 不仅刷新了贵州新茶

的上市纪录， 在全国也属于最早的

春茶。 （陈问菩 邹坤）

■新闻速递

贵阳7条公交线 昨起优化调整

涉及 264路、290路、225路、227路、观山4路、观山5路，其中217将暂停运营

贵阳哪些路段

最易起团雾？

交警部门昨日对此进行公

布，提醒司机小心驾驶

贵州最早春茶

一斤88888元

记者昨日从贵阳公交集团获悉，城区 264路、290路、225路、227路、观

山 4路、观山 5路公交车线路昨起开始优化调整。

这些公交线路作出优化调整后，有的运行时间已有所改变，有的增加了

不少站点，部分起始站点也作出改变，票价也从 1元增至 2元。

而从 1月 12日起，217路将暂停运营。 从今日起，市民乘坐这些公交

车出行，一定要了解清楚，可别坐错了。

264路优化调整A：

1.原线路首末站：小龙滩 --省委

2.调整后走向：始发、终点：贵

阳俊发城———省委 去向:贵阳俊发

城—俊发黑石公园—黑石头村—小

龙滩—金岭社区—杨家湾—国际会

议中心—国际会议中心(东)—长岭

南路(北)—金阳远大—阳关小区—

阳关大道—观山小区—兴筑东路

口—老阳关—贵阳北站(南)—北京

路—六广门—云岩广场—喷水池—

大十字—钻石广场—甲秀楼—省委

回向: 省委—钻石广场—大十

字—喷水池—云岩广场—六广门—北

京路—贵阳北站(南)—老阳关—兴筑

东路口———阳关大道口—阳关大道—

阳关小区—金阳远大—国际会议中心

(东)—国际会议中心—贵州金融城

(南)—杨家湾—小龙滩—黑石头村—

俊发黑石公园—贵阳俊发城

3.调整后运营时间:贵阳俊发

城：6:30—20:00， 省委：7:30———

21:00

����4.调整后理顺票价为 2 元 / 人

次，IC卡及免费乘车证有效。

1.�原线路走向：始发、终点：贵

阳俊发城 （环行）

2.调整后走向：始发、终点：小

龙滩———杨惠幸福小区

去向：小龙滩—甲秀北路—宏

运大道—宏运大道口—贵阳人才

城—贵阳高新区管委—长岭南路

（中 ）—兴 筑 东 路 口—合 肥 路

（中）—合肥路—小湾河大桥—龙

泉 新 村—居 然 之 家—北 京 西 路

（西）—金清大道口—惠源路口—

惠源路———万科城—杨惠村—杨

惠幸福小区

回向: �杨惠幸福小区—杨惠

村—万科城—惠源路—惠源路口—

金清大道口—北京西路 （西）—居

然之家—龙泉新村—小湾河大桥—

合肥路—合肥路 （中）—兴筑东路

口—长岭南路 （中）—贵阳高新区

管委—贵阳人才城—宏运大道口—

宏运大道—小龙滩

3. 调整后运营时间： 小龙滩：6:

30—20:00，杨惠幸福小区：6:30—21:00

����4. 调整后票价不变,2 元 / 人

次，IC卡及免费乘车证有效。

★以上线路调整已于 2019 年

1月 10日调整完成。

290路调整情况B：

1.执行时间：2019年 1月 12日（线路运行至 2019年 1月 11日末班） ■本报记者 陈玲

1.�原线路走向：始发、终点：

世纪城 环行

2、调整后走向：始发、终点：

世纪城—龙滩坝路

去向：世纪城—兰州路口—合

肥路—小湾河大桥—龙泉新村—

金源街口—金源街 (中)—金源

街—福州街口—福州街—北京西

路 （西）—龙泉苑街口—金阳医

院—石林东路—奥兴路—上麦路

口—金阳二幼—碧海商业广场—

碧水云天—观山西路—公交金阳

分公司—十二滩—云潭北路口—

金麦社区服务中心—龙滩坝路

回向： 龙滩坝路—龙滩坝路

口—林城西路—云潭北路口—十

二滩—公交金阳分公司—观山西

路—碧水云天—碧海商业广场—

金阳二幼—碧海乾图—上麦路

口—奥兴路—石林东路—金阳医

院—龙 泉 苑 街 口—北 京 西 路

（西）—福州街—福州街口—金

源街—金源街(中)—金源街口—

龙泉新村—小湾河大桥—合肥

路—兰州路口—世纪城

3.调整后运营时间:�世纪城：6：

30—21:00，龙滩坝路：7:10—21：30

����4. 调整后票价不变,1 元 /

人次，IC卡及免费乘车证有效。

5.执行时间：2019年1月13日

225路这样优化调整C：

1.�原线路走向：始发、终点：

瑞北路口———朱昌

2.调整后走向：始发、终点：

黔春立交—朱昌

去向:�黔春立交—黔春路—

三桥北路口—二桥—头桥—枣山

路—黔灵山公园—和尚坡—红星

城市广场—长岭南路口—小湾河

大桥—龙泉新村—居然之家—北

京西路（西）—龙泉苑街口—金

阳医院—石林东路—奥兴路—上

麦路口—兴筑西路—云潭南路—

云潭南路口—十二滩—云潭北路

口—金麦社区服务中心—金朱西

路—下麦西—宋家冲—窦官村—

新场上—朱昌

回向: �朱昌—新场上—窦官

村—宋家冲—下麦西—金朱西路—

金麦社区服务中心—云潭北路口—

十二滩—云潭南路口—云潭南路—

兴筑西路—上麦路口—奥兴路—石

林东路—金阳医院—龙泉苑街口—

北京西路（西）—居然之家—龙泉

新村—小湾河大桥—长岭南路口—

红星城市广场—和尚坡—黔灵山公

园—枣山路—头桥—二桥—黔春

路—黔春立交

3.调整后运营时间:黔春立

交：6:30—19:00，朱昌：6:30———

20:20

����4. �调整后理顺票价：2 元 /

人次，IC卡及免费乘车证有效。

5.执行时间：2019年1月11日

227路优化调整情况D：

1.调整后走向：始发、终点：

黔春立交———郭家冲

去向： 黔春立交—黔春路—

三桥北路口—二桥—头桥—枣山

路—黔灵山公园—和尚坡—红星

城市广场—长岭南路口—小湾河

大桥—龙泉新村—居然之家—北

京西路 （西）—金清大道口—二

铺—玉林关—十三公里—宾阳大

道(南)—干井—(招呼站)—金华

镇—金华村—113 厂小区—园区

4 号路—园区 1 号路—悦城路

口—尖坡口—卡子山—化验室—

翁井村—一号井—冒沙—招呼

站—招呼站—郭家冲

回向:郭家冲—招呼站—招呼

站—冒沙—一号井—翁井村—化

验室—卡子山—尖坡口—悦城路

口—园区 1 号路—园区 4 号路—

113 厂小区—金华村—金华镇—

(招呼站)—干井—宾阳大道 (南)

—十三公里—玉林关—二铺—金

清大道口—北京西路（西）—居然

之家—龙泉新村—小湾河大桥—

长岭南路口—红星城市广场—和

尚坡—黔灵山公园—枣山路—头

桥—二桥—黔春路—黔春立交

2.调整后运营时间：黔春立

交：6：20———15:30， 郭家冲：7:

30———16:40

����3.调整后日运行 2 班，黔春

立交发车时间：6:20、15:30

����4.执行时间：2019年 1月 11日

1.�原线路走向：始发、终点：

世纪城 环行

2.调整后走向：始发、终点：

世纪城—枫林路口

去向： 世纪城—兰州路口—

合肥路(中)—兴筑东路口—长岭

南路 （中）—百挑路—贵阳人才

城—阳关小区—会展南路口—会

展南路—会展北路—国际会议中

心 （北）—贵州金融城—贵州金

融城（北）—枫林路口

回向：枫林路口—沙坡—贵州

金融城（东）—贵州金融城—国际

会议中心（北）—会展北路—会展

东路—国际会议中心（东）—金阳

远大—贵阳人才城—百挑路—长

岭南路（中）—兴筑东路口—合肥

路(中)—兰州路口———世纪城

3. 调整后运营时间: �世纪

城：6：30—21:00， 枫林路口：7:

10—21：30

����4. 调整后票价不变,1 元 /

人次，IC卡及免费乘车证有效。

5.执行时间：2019年1月13日

观山 4路优化调整情况E：

观山 5路优化调整情况F：

217路暂停运营：（金阳客站—浣纱桥）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