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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22 年 8 月 4 日，农历

七月初七，中国传统的七夕节。 在严

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的前提下，

贵阳贵安各婚姻登记处迎来婚登小

高峰。 截至当天 17 时 30 分，贵阳贵

安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达 754 对，比

平时增加 2 倍左右，与去年同期基本

持平，比今年“5·20” 减少了 1300 多

对。

早上 8 点过，在南明区政务服务

中心门口 （南明区婚姻登记处在中

心 3 楼），前来排队办证的新人就排

起了“小长龙” 。在婚登窗口前，新人

比平时明显增加，很多新人都坐在椅

上等候办证。

新人小张说，当天特意请假过来

办证， 没想到大清早还是有这么多

人。

在观山湖区婚登处，工作人员提

前对大厅进行了装饰， 做好了签名

墙， 七夕节浪漫温馨的气息扑面而

来。

“今天非常高兴，2 年的恋爱终

于修成正果了。 ” 新人小王告诉记

者：“我和爱人小刘本来打算今年

‘5·20’ 登记的，由于工作太忙错过

了。不过在七夕节这个中国情人节领

证也很开心，祝愿我们今后的婚姻美

满幸福。 ”

观山湖区婚姻登记处主任徐卯

群介绍，为了加快办证速度，当天婚

登处增加了 2 个结婚登记窗口，区民

政局抽调了 10 余人增援婚登处。

“我们今天会让每一对新人都能领

到证，就是加班加点也要办完。同时，

我们也呼吁新人们一定要理性看待

‘好日子’ ，不要扎堆办证。只要夫妻

恩爱，哪一天办证都是吉日。 ”

在花溪区、云岩区、清镇市、开阳

县等地婚登处，前来办证的新人也比

平时明显增加。

据贵阳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统

计，截至 8 月 4 日 17 时 30 分，贵阳

贵安共办理了结婚登记 754 对，其中

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 南明区 123

对，花溪区 95 对，云岩区 88 对，观山

湖区和开阳县均为 80 对，清镇市 68

对。 另外，贵安新区办理了 20对。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秦）

温馨提示

本报讯 据贵州省气象局监测，

5日 08时， 省的中西部地区气温为

16～23℃，其余地区为 24～27℃；其中

威宁 16.7℃最低，铜仁 27.8℃最高，贵阳

23.3℃，与前一日相比，全省大部地区下

降 1～2℃。

受华南地区热带低压西移影响， 久违

的“退烧” 雨还将为炎热的夏日带来一丝

清凉，监测显示，8 月 5 日至 6 日，我省将出现

降水天气，高温天气缓解，不过南部地区局部

有大雨、部分乡镇有暴雨，请相关部门加强灾

害防御的同时做好蓄水工作。

具体预报为：5 日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

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最高气温普遍下降

4～7℃， 高温天气缓解， 其中黔东南州中南

部、黔南州中南部、安顺市及黔西南州东部有

中雨，局部大雨，部分乡镇有暴雨；5 日夜间

至 6 日白天， 省的西部和南部地区阴天有阵

雨，其余地区阵雨转阴天，其中黔西南州、六

盘水市、 安顺市及黔南州南部局部有中到大

雨，部分乡镇有暴雨；6 日夜间到 7 日白天，省

的西部和西南部地区阴天有阵雨， 其余地区

多云间阴天。

据贵阳市气象局预测，今明两天，贵阳将

有阵雨相伴，预计 5 日出现明显降水，雨量中

雨，局地大雨，最高温度将会下降 3～5℃。 具

体预报为：5 日夜间到 6 日白天， 阴天间多云

有阵雨或雷雨， 雨量小到中雨， 主城区气温

21～26℃;6 日夜间到 7 日白天，多云间阴天有

分散阵雨或雷雨， 主城区气温 21～28℃；7 日

夜间到 8 日白天， 多云， 主城区气温 21～

30℃。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晨）

今明两天，有雨相伴

全省今天最高气温普遍下降 4～7℃

本报讯 8 月 3 日， 贵阳轨道交通 3 号线

铺轨工作又有重大进展， 师范学院站至东风

镇站区间橡胶弹簧浮置板道床顺利通过验

收。 据了解，这项采用新型橡胶弹簧浮置板道

床的技术，将来通车后，轨道交通车辆行驶时

噪音将更低。

在轨道交通 3 号线师范学院站至东风镇

站区间验收现场，验收组一致认为，橡胶弹簧

浮置板道床施工准备充分，各项质量保证措施

齐全，首件工程质量优良，符合设计及施工规

范要求，首件标准具有指导意义，同意通过验

收，可以进行后续大面积施工。

据了解，和传统道床相比，采用橡胶弹簧

浮置板道床能有效减少列车通过时传到隧道

壁的 Z振级最大值 15分贝以上， 减少二次辐

射噪声 5 分贝以上。 此外，橡胶弹簧浮置板道

床还有经济性好、安全性强、结构实用性优良、

安装方便、养护维修便利等优点。

目前，在贵州师范学院站附近橡胶弹簧浮

置板道床单线长度达到 250 米。 下一步，项目

部将严格按照首件工程标准严格控制施工质

量，施工标准化、操作规范化，全力完成铺轨任

务，奋力铸造贵阳地铁精品工程。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静）

抢险施工 浦江路延伸段交通管制

8月 6日零时起至 8月 30日

本报讯 8 月 4 日， 记者从贵阳市公安交

通管理局获悉，浦江路延伸段道路将进行抢险

施工，拟于 8月 6日零时起实行交通管制。

据了解，从 8月 6日零时起至 8 月 18 日，

浦江路延伸段半幅道路 （从清水江路往南二

环方向）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行，

另外半幅道路保持从南二环往清水江路方向

正常通行。

从 8月 19日零时起至 8 月 30 日，浦江路

延伸段半幅道路（从南二环往清水江路方向）

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行，另外半幅

道路保持从清水江路往南二环方向正常通行。

从浦江路往返南二环方向的车辆请从清

水江路通行。

此外，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根据施工进

度，对施工区域交通组织进行局部调整，请驾

驶人服从现场疏导人员指挥，有序通行。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田野）

轨道交通 3号线建设有新进展

铺轨新技术通过验收，地铁将更安静

贵阳轨道交通 3 号线一期全长约 43 公里，共设车站 29 座，线路起于花溪区桐木岭站，

止于乌当区洛湾站，预计 2023年年底前实现开通运营。

洛湾站→东风镇站→师范学院站→高新路口站→温泉路站→顺海站→茶店站→大营坡站→贵医

站→北京路站→黔灵山公园站→浣沙路站→松花路站→花果园东站→花果园西站→太慈桥站→皂角

井站→四方河站→甘荫塘→中曹司站→董家堰站→民族大学站→贵州大学站→花溪公园站→农学院

站→明珠大道站→花溪南站→桃花寨站→桐木岭站（站名以官方公布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