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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年首个工作日，常州迎来一场降雪。纷纷扬扬的大雪，让节后的常州多了几分妖娆，也给市民日常生活和交通出行带来诸
多不便。各部门“闻”雪而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扫雪除冰，防冻防滑，保安全保供应，全力打响了一场民生保卫战。

虎年伊始迎大雪虎年伊始迎大雪 各方行动保民各方行动保民生生

本报讯（芮伟芬 焦瑾） 7日凌晨
起，我市普降大雪。全市公安交警部
门迅速行动，确保全市道路安全畅
通。截至当晚 7时，全市各级公安交
警部门累计出动警力2491人次、警车
452 辆次，并积极联动市政、城管、环
保、清障和高速公路公司、路政等部
门，期间，快处快撤轻微交通事故555
起，提供救援服务 113 次。全市各高
速公路、高架道路、城市主干道无明
显积雪结冰，可正常通行，未发生长

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
2月6日晚10点，交警部门启动恶

劣天气应急预案。支队指挥中心、大队
勤务指挥室专人24小时值守，密切关注
天气变化，组织警力重点加强高速、高架

和桥梁、涵洞等易积雪结冰点段巡查，协
调属地党委政府和道路经营管理单位，
落实清障车209辆、除雪机械107台、吊
车55台，融雪剂1325吨、瓜子片40吨、
草垫3.7万只。

7 日凌晨 4 时起，全市普降雨夹
雪。交警部门第一时间组织辖区执
勤大队民警、辅警提前到岗到位，紧
盯桥梁、涵洞和医院、商圈等重点部
位，统筹抓好撒盐除雪和交通疏导，
确保高架“主动脉”安全畅通，保障城
区主干道路良好通行秩序，严格保障
高速公路安全，动态调整 9条高速管
控等级，及时增派警力现场疏导，设
置防撞车收尾警戒，严防发生多车追
尾和二次事故。

交 警：

力保道路安全畅通

本报讯（黄洁璐 王锐 周杨沈
顾韩运机） 雨雪期间，受道路通行
情况影响，我市部分公交路线、中长
途班线停运。截至7日下午5点，我
市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和地铁运
行基本正常。当前正值春运，全市
交通运输部门已加强部署，有效应
对返程高峰。

截至7日下午5点，常州公交目
前共有15条线路停开，1条线路调
整。常州汽车站停运对苏北、安徽等
的中长途班线，增开金坛、溧阳、江阴、
宜兴等短途班线。对因停班需要退票

的旅客，则免费办理退票手续。旅客
可通过“巴士管家”微信小程序查询实
时班次并购票乘车。

7日清晨6点起，我市4支国省干
线公路养护“应急突击队”对重点路
段撒布融雪剂预防结冰，常州市管高
速于当天上午启动扫雪除冰应急处
置2级响应。截至下午6点，市管国
省干线公路、高速公路主线积雪已清
理，道路通行畅通，无结冰情况。相
关养护部门将继续加强扫雪除冰处
置工作，防止夜间低温冰冻。我市各
公路收费站已加强人员部署，保障重

要物资和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畅
通。

铁路常州站客运车间、常州北站、
戚墅堰站加强旅客乘降引导，提醒旅
客注意防滑。常州站运转车间、新闸
镇站、奔牛站成立扫雪除冰突击队，确
保铁路行车安全畅通。

常州机场迅速启动除冰雪保障预
案，全力保障航班运行正常和旅客的
安全出行。

截至7日下午5点，常州机场航
班运行基本正常。

常州市交通执法指挥中心和水上
执法铁军全员在岗，做好指挥调度、数
据保障工作，确保极端天气下的航道
安全畅通。

目前，常州地铁1、2号线43个车
站出入口全部做到“边下边清”。70
支清雪队伍对设施设备与道路进行清
理，确保设备安全运转，保障市民雨雪
天气出行安全。

铁路、民航、公路、水运和地铁运行正常

公 交：

基本正常 少量停运

本报讯（蔡晓丹 秋冰 胡平） 7日
大雪，为全力保障道路畅通和市民出
行安全，我市城管部门对道路、桥梁、
高架等重点部位实施了扫雪除冰等工
作。

市城管部门按照“先重点后一般、
先高架后地面、先主干后街巷”的原
则，采取“机械+人工”“融雪+清扫”

“突击+保洁”等作业方式，对南北东西
贯穿的重点道路、桥梁、高架等重点部
位实施扫雪除冰工作。为及时做好各
类安全防范工作，临时封闭公园临水
平台等危险区域，提前告知有关单位
对户外广告招牌设施进行自查，进一
步加强实时巡查，重点排查人流量集
中、背街小巷等区域内以及设施体量
大、位置高、设置时间长、日常缺管缺
养的各类户外广告、招牌设施，及时采
取各类有效措施，排除安全隐患。

截至7日下午4点记者发稿时，全
市各级城管部门出动人员1.2 万余人
次，清扫道路、街巷1321条，撒布融雪
剂218.9吨，铺设编织袋、草垫8265只。

城 管：

道路桥梁
扫雪除冰

本报讯（郑雨露 郭曼茹） 2月
6 日 晚 10 时 11 分 ，常 水 热 线
88130008接到郑陆羌家村村民
电话，其称主供水管线有自来
水涌出。当晚11时，常州通用
自来水有限公司管网抢修人员
赶到现场进行抢修。

7日，我市迎来强降雪，两大
水厂生产运行人员加强巡检，对
高压设备、生产设备、供水设施巡
检到位，排除隐患，确保安全供

水；水质检测人员严格水质把控，
对每一道工序水质进行严密检
测，确保优质供水；中控监测人员
仔细观察生产数据指标是否正
常，尤其注意出厂压力、pH值、出
厂水浊度等，确保稳定供水；同
时，水厂、增压站及各办公场所均
准备了融雪盐、草垫及清扫工具，
及时铲除楼梯口、主干道上的积
雪，在关键路段铺设草垫，以防地
面湿滑，确保人员安全。

水：

加强巡检 排除隐患

本报讯（倪潇茹 徐多 邱麟 秋
冰 胡平） 2月7日凌晨，国网江苏
超高压公司常州运维站运维人员冒
着风雪进行特巡。至当天下午4点
半，常州供电累计出动巡视抢修人
员138人次，出动抢修车辆45次，
修剪故障线路周边树木约600棵，
因大雪天气导致跳闸的八成线路已
顺利恢复供电。

据悉，为应对大雪，常州供电
专门组织变电、输电、配电和各辖
区供电所运维人员开展变电站、
中低压线路设备雨雪天气特巡，
及时掌握设备运行状况，确保地
区电网安全、可靠运行。当天上

午 10 时，受大雪影响，横山桥镇
10 千伏方家线路因附近树木积
雪压线，导致故障跳闸，造成周边
12 个中压用户停电。国网常州
供电公司配电运维抢修队伍迅速
奔赴现场抢修。

据了解，常州供电今年打造了
“一点四翼”现代配电网运检抢修体
系，以运检网格为基础，整合资源组
建配网智能管控中心和城东、城南、
城西、城北四个配网运检站，实现网
格内设备日常运维检修等工作的属
地化管理，进一步缩短抢修时间，有
效保障全市供电抢修人员到达现场
时间不超过45分钟。

电：

冒雪抢修 保障供电

本报讯（朱玲云 唐秋冰 周
茜）2月7日，大雪光临我市。为保
障全市人民和工商企业安全可靠用
气，常州港华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在
保证充足气源的同时，加密场站设
备巡查频次。

随着工商客户年后陆续投产，
用气量每日稳步上升，常州港华提
前做好了气量储备，在与上游做好
每日气量沟通的基础上，金坛储气
库准备充分，随时可以调度补充；应
急气源车、应急抢修设备工具已全
部到位，随时待命。

大雪期间，常州港华所有工作
人员各就各位，确保应急抢修50分
钟到达现场，场站设备加密巡查频
次，每2小时巡查一次，对全市重点

关注的10余个调压设备加强检测，
确保在雨雪天气正常运行。同时，
常州港华在加气站、场站等服务工
作场所，提前准备了雪铲及融雪剂，
及时清除积雪，确保加气车辆出入
正常。

常州新奥燃气发展有限公司成
立专项工作组，组织人员对重点厂
站、设施设备、管线的运行情况进行
排查维护，评估低温对燃气设施可
能产生的风险影响，检查电加热设
备是否正常，对历年出现过水堵和
冰堵的调压设施、小区等燃气设施
进行排污、安全维护或保温，确保在
低温期安全运行。同时，公司应急
抢险人员24小时待命，确保发生突
发事件时第一时间响应。

燃 气：

加密巡查 充足气源

本报讯（吕洪涛 顾飞超）为应对
雨雪恶劣天气引发的突发状况，7日，
市救助管理站多措并举，确保流浪乞
讨人员的安全。

7日一大早，救助管理站工作人
员就将厚被、棉衣、棉裤、方便面、口罩
等物资装上救助专用车，前往市区街

头巷尾开展拉网式街面巡查，做到“发
现一例，劝导一例，救助一例”。遇到
不愿意进站接受救助的流浪乞讨人
员，则将御寒物资以及引导卡发放到
他们手中，方便他们遇到困难时及时
联系救助站。巡查中，市救助管理站
进一步发挥好“一心多点”主动救助服

务体系，强化与街道社区志愿者的配
合，并安排社会组织与社工服务中心
专业社工开展联合行动，织密织牢流
浪乞讨群体安全保障网。

针对困境儿童、托养在外的人
员，市救助站通过电话、视频等方
式，详细询问他们的安全情况，确
保他们温暖御寒。

接下来，市救助管理站将根据
天气变化，深入开展“送温暖”专项
救助行动，加大街面巡视频次和范
围，让流浪乞讨人员和困境儿童暖
身暖心。

救助管理站：

街面拉网 巡查救助

本报讯（王海英 芮伟芬） 7日，全
市各社区工作人员积极行动，在铲雪保
证市民出行的同时，社工还帮助行动不
便者买菜、拿快递，上门慰问孤老，指导
老人线上购物，积极保障市民的正常生
活。

昨天一早，家住北环新村44幢的陈
阿姨联系社区，称她有个快件到了，但因
为腿脚不便，想请社区工作人员帮忙取
一下。陈阿姨是孤老，接到求助后，北环
新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社工向她
要了取件码，帮她取了快件，冒雪给她送
上门。家住北环新村50幢的王阿姨是
一名失独老人，长年独居。雪花纷纷，网
格社工想到老人出门不便，一早就上门
看望，提醒她如有需要，随时可以打电话
给他们。

昨天早晨，北环社区“红丝巾”助老
服务队志愿者来到居民唐阿姨家，指导
她下载买菜APP。唐阿姨今年70多岁
了，平时也会摆弄智能手机，在志愿者的
指导下，她一步步下单、付款，下单成功
后，唐阿姨非常兴奋：“以后不方便出门
时，也不怕没菜吃了。”

昨天一早，汉江路社区工作人员来
到汉江路街区，组织商户一起扫雪。大
家挥舞雪铲，确保了街区的安全畅通。

社 区：

志愿服务
扶助孤老

本报讯（姜小莉） 7日雪后，我市
各物业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全
力确保居民畅通出行和日常生活保障。

江南中鑫物业公司从6日晚开始，就
安排各物业服务中心管理人员进行专职
值班，并把年前购置的相关除雪设备配送
到各物业服务中心，做好应对暴雪的除雪
消冻工作。7日一大早，翡翠锦园物业人
员在小区单元门口铺设草垫，便于业主出
行；九洲新世界对所有地库入口处进行除
雪清理工作；桂花园物业人员清扫主出入
口的积雪；御庭苑物业人员主动为业主车
辆擦拭车牌，保障识别顺畅。

新城悦服务江苏区域各项目物业人
员第一时间赶赴责任岗位，扫出一条“绿
色通道”，为业主的平安出行保驾护航；中
海物业各项目部全员出动，参加除雪攻坚
大战；路劲物业各项目各条线全面动员，
在园区内各主出入口、地库入口、主干道
路、楼栋大厅门口等主要进出动线区域，
铺设防滑草垫，设置防滑提示牌，并播撒
工业盐融雪，保障业主出入安全。

物 业：

“闻”雪而动
除雪消冻

本报讯（蒋琪 秋冰 胡平） 7日，漫
天大雪很快在路面产生积雪。为保障游
客安全，荆川公园、红梅公园、东坡公园
等一早都铺设了防滑防冻设施，并在公
园入口处、重要区域及易结冰等处设置
了雨雪冰冻天气警示牌或用警戒线隔
离，并广播循环播放安全游园注意事项，
提醒游客注意安全。

市城管局公园管理中心负责人告诉
记者，各公园都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安排人员加强巡查，不间断清扫主要园
路、桥梁和台阶的积雪，铺设防滑草垫，
做好水管、水表等设施设备的防冻养护，
并及时清除花木上的积雪，防止积雪压
断树枝导致意外情况发生。

公 园：

防滑防冻
防雪压枝

本报讯（郑雨露 王锦萍） 7日
清晨，接到气象部门暴雪预报信息
后，市排水管理处迅速启动应急预
案，做好提前做好低温雨雪各项应
对准备。100多名排水工人早晨7
点半前全部上路巡查及一线运行保
障，及时铲除收水口冰雪和各种垃
圾，确保雨雪排水畅通。各城市污

水处理厂及泵站24小时加强低温运
行管理，确保污水处理稳定达标运行。

目前，市排水管理处储备防冻物
资充足，共储备编织袋6000只、草包
300只、洋锹50把、应急强光电筒30
只、彩条布400平方米、工业盐3吨、
雨鞋30双、防滑链20套，实施物品规
范管理，保障物资高效配发。

排 水：

全员上路 巡查管网

常州供电人员在对线路进行特巡常州供电人员在对线路进行特巡。。 胡平摄胡平摄

7日，常州红十字会厚天应急救援服务中心组织救援人员先后在天宁
区秋彤护养中心、健身路等区域清扫积雪，撒盐防冻。

陆志庆 张沙图文报道

交警在城区主干道路疏导交通，保障良好通行秩序。 焦瑾摄

环卫工人在清扫街面积雪环卫工人在清扫街面积雪。。 胡平摄胡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