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8月5日 星期一

综合

ZONGHE

A

03

编辑／版式 宋德政 校对／ 尚敏

本报讯 近来频繁的阵雨使得天气

更加凉爽。本周雨水还不退场，5日至 9

日白天，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到

傍晚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部和南部

边缘局部地区有 35℃以上高温。

但是，9 日夜间至 11 日，我省自北

向南有一次较强降雨天气过程， 雨量

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中 9 日夜间至

10 日， 强降雨主要影响省的中部以西

以北地区，10 日夜间至 11 日上午，强

降雨主要影响省的南部、东部地区。

具体预报为：5 日至 7 日， 全省各

地多云为主， 午后到傍晚有分散阵雨

或雷雨， 东部个别县市有 35℃以上高

温。 8日至 9日白天，全省多云为主，午

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雨，省的东部、南

部边缘局地有 35℃以上高温；9日夜间

至 11 日白天，省的中部以西以北地区

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

地有暴雨， 其余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

或雷雨。

预计本周， 贵阳市以多云天气为

主，多分散阵雨或雷雨天气。 预计全市

最高气温 32℃（息烽），最低气温 19℃

（开阳）。

具体预报为：5 日， 多云间阴有分

散阵雨或雷雨，21～28℃；6 日， 多云，

21～29℃；7 日， 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

雨，21～29℃。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晨）

5日至7日午后到傍晚有分散阵雨或雷雨；贵阳今日气温21～28℃

我省本周天气 常有雨水来扰

本报讯 8 月 4 日上午，强降雨

突袭沪昆普速铁路贵州六盘水境内

局部区段， 造成贵阳火车站多趟列

车晚点，最长晚点 4个多小时。

当日上午 9 时左右， 突发暴雨

致沪昆普铁六枝特区那玉站至水城

县二道岩站区段雨量超标。 铁路部

门迅速对该区段实行封锁巡查，确

保列车运行安全。 受此影响，8 月 4

日，贵阳火车站累计有 Z54 次（昆

明—北京西）、K9590 次（六盘水—

贵阳）、K9585 次 （贵阳—草海）、

K828 次 （成都—深圳东）、K9576

次（贵阳—大方南）、K496 次（六

盘水—上海南）等多趟普速列车晚

点， 晚点列车均为经由沪昆普铁运

行、从贵阳开往六盘水方向，或由六

盘水方向开往贵阳方向的列车，晚

点时长为 40分至 4个多小时不等。

针对上述情况， 贵阳火车站启

动应急预案， 退票窗口从平时的 1

个增加到 4个，改签窗口从平时的 1

个增加到 6个， 全额为旅客办理退

票或改签手续。同时，售票大厅电子

显示屏及时公告列车晚点情况。 在

售票厅、进站口、候车室、检票口等

处增派人手，维护秩序，防止旅客拥

挤踩踏。

铁路部门提示，眼下我省暴雨天

气发生频率依然较多，易导致列车晚

点或停运。请旅客们在强降雨天气外

出时请随时关注列车运行时刻变化。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秦）

来自铁路部门的消息，8 月 3

日至 8月 31日、8月 3日至 9月 20

日，贵阳往返安顺和昭通分别增开

2趟列车， 其中贵阳北往返安顺西

为“一站直达” 始发、终到“G” 字

头高速动车组；贵阳往返昭通为普

铁快速列车。 具体开行日期、运行

时刻和票价为：

1、8 月 3 日至 8 月 31 日，贵

阳北至安顺西增开 G5389 次列

车，贵阳北站 6:31 开车，当天 7:01

抵达安顺西站。

2、8 月 3 日至 8 月 31 日，安

顺西至贵阳北增开 G5390 次列

车，安顺西站 13:40 开车，当天 14:

10抵达贵阳北站。这 2趟动车组全

程商务座 146.5元， 一等座 78元，

二等座 46.5元。

3、8月 3日至 9月 19日，昭通

至贵阳加开 K9503次列车，昭通站

20:40 开车，次日凌晨 4:48 抵达贵

阳站。

4、8月 4日至 9月 20日，贵阳

至昭通加开 K9501次列车，贵阳站

12:45 开车， 当晚 20:03 抵达昭通

站。 这 2 趟列车全程软卧 166.5

元， 硬卧 110.5 元， 硬座和无座

62.5元。 ■曾秦

本报讯 昨日 20时，贵州省应急管

理厅发布灾害风险预警提示：据气象预

报，8月 4日夜间到 5日白天，全省各地

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雷雨中可能

伴有短时强降雨、 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有暴雨。

强对流天气极易造成局地山洪、

塌方、滑坡、泥石流、城镇内涝、危旧房

屋和农村自建房倒塌等灾害， 引发安

全生产耦合事故风险较高。

省应急厅要求， 各级各类安全生

产和防汛责任人要克服麻痹思想，靠

前调度指挥； 各地地质灾害群测群防

员、水库巡查责任人、安全网格员要认

真履职，强化地质灾害隐患点、山洪易

发区、水库、危险区域、城镇易涝区巡

查值守，提前落实转移避险措施。

同时， 还要求各相关部门及企事

业单位要切实加强水库、山塘、山洪地

质灾害易发区、 城镇易涝区、 景区景

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尾矿库、矿山

矿井、工棚、危房等高风险区域的巡查

防守和风险预警，遇雷雨、大风等强对

流天气要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

等措施，迅速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

冶金、建材、轻工等行业要防止大

风雷雨天气下触电、雷击和电气设施设

备短路等安全事故的发生；建筑施工塔

吊等高空作业设备严禁在大风雷雨天

气作业。 （成虹飞）

时下正是三伏天的中伏时段，人们在想尽办法如何享受清凉的时候，位于贵

阳市区黔灵山的猕猴们，抢食或讨要游客水果、饮料成了它们解渴消暑的有效办

法，运气好的猕猴还有机会品尝到冰棍带来的清凉。 石奎 张晨

贵阳火车站 多趟列车晚点

暴雨袭击沪昆普铁贵州段———

增开4趟临时列车

贵阳往返安顺和昭通

贵州发布灾害风险预警提示：

需防范山洪滑坡等灾害

黔灵山猕猴 避暑有“凉”方

旅客排队退票 曾秦 摄

雨天骑行 张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