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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来势汹汹 应对有条不紊
我市部署持续低温冰冻天气应对工作

本报讯（记者刘思楫）昨日上午，全市应
对连续降雪低温冰冻天气灾害电视电话会
议召开。会议要求各地要全力做好防灾、抗
灾、救灾工作，切实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据来自气象部门数据显示，受北方冷空
气持续南下影响，我市 3 日起出现持续低温
雨雪、冰冻天气，最大积雪深度为 1—2 厘米，
极端低温为零下 4 度。7 日开始，全市雨雪
天气逐渐结束，7 到 8 日，我市将有 4—5 级偏
北风，低温天气将持续，8—10 日夜间，最低

温度将降至零下 7 度左右。
会议指出，此次雨雪冰冻天气强度大、
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情况复杂，要高度重
视，切实加强应对低温雨雪天气的领导，增
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科学安排、靠前指挥、
沉着应对，克服麻痹思想，强化防范应对措
施，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抗灾救灾，将灾害损
失降到最低程度。
会议要求，电力、供水、供气部门要开展
管网设备检查，做好防冻工作，防止出现大

面积长时间停水、停电、停气，保障人民群
众正常生活，确保社会秩序稳定；公安、交
管、公路等部门要加强路面巡查，排查安全
隐患，组建交通应急队伍，做好交通应急疏
导工作，确保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气象部门
要加强天气监测预警，及时发布天气实况；
消防部门要启动应急救援预案，随时做好
救援和出勤准备；宣传部门要把握正确的
舆论导向，及时发布冬季取暖用火等防灾
安全知识，报道有关抗击冰雪天气的工作

进展情况，提振信心，为全市抗击低温雨雪
冰冻天气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会议强调，要把抗击低温雨雪冰冻天气
作为当前我市的重点工作来抓，在全市上
下形成抗击冰雪天气的浓厚氛围，坚定信
心，形成合力，加强工作调度、协调、指挥，
加大对困难群众的关心帮扶，确保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钟芝清参加会
议，
并就相关工作提出要求。

天寒地冻 荆州有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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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教体局再次下发紧急通知应
对极端恶劣天气

我市各地中小学
今日继续停课保安全
本报讯（记者朱文艳）记者昨从市教体局获悉，为应
对近日可能出现的极端低温天气，该局昨日下发《关于应
对当前极端恶劣天气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县（市、区）教
育体育部门及时准确掌握天气变化情况，合理调整教学
时间，
自主决定停课或复课以及校车是否营运。
通知要求，我市各县（市、区）教育体育部门应主动与
当地政府应急办及气象部门联系，及时准确掌握天气变
化情况，综合研判，科学作出应急响应，合理调整教学时
间，自主决定停课或复课以及校车是否营运。对于气候
依旧恶劣的地方（依照当地应急办意见执行），该停课的
一律停课，
校车该停运的一律停运。
通知还要求，各地、各学校要结合正在开展的校园安
全打非治违专项行动，针对当前雨雪冰冻天气，开展一次
专项安全隐患大排查。停课期间，各校利用微信群、QQ
群、手机短信、电话等平台，为学生安排适量的学习任务，
督促、指导学生在家认真完成。
各地、各学校党政“一把手”要按照省、市各级领导
指示精神，认真履行校园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各级
各类学校、幼儿园要严格落实值班执勤制度，严格落实
24 小时领导带班应急值班，实行校园安全信息“日报”
制度。
目前，我市沙市区、荆州区、监利县、洪湖市已下发通
知停课今日一天，公安县、松滋市 8、9 日停课，石首市、江
陵县 8—10 日停课，
复课时间另行通知。

市民政局下发通知

全力做好低温
雨雪天气防范应对

本报讯（记者荆文静 通讯员赵寒春）近日，市民政局
下发《荆州市民政局关于做好低温雨雪天气防范应对工
作的通知》，安排部署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3 日以来，我市出现了雨雪天气，部分地区出现冻雨、
积雪和道路结冰。截至 1 月 5 日 11 时，此次雪灾已造成
荆州区、石首市 9 个乡镇 2529 人受灾，紧急转移安置 3
人，倒塌房屋 2 户 5 间；农作物受灾面积 113.7 公顷，其中
成灾面积 41.5 公顷，
直接经济损失 1192.7 万元。
据悉，市民政局已下拨冬春救助物资 14420 床(件)；
紧急采购储备救灾棉衣、棉被 7567 床(件)，确保应急需
要；争取中省冬春救助资金 3440 万元，预计 1 月 10 日前
全部拨付到户。
为积极防范应对低温雨雪天气，
目前，
市民政局全员在
岗，
实行救灾、
政务24小时双值守，
24小时通讯畅通，24小
时报告制度，
局应急救援队随时待命，
加强与气象等部门沟
通，
及时通过各种手段向县市区发布灾害预警信息，
确保灾
情一旦发生能够第一时间抗灾救灾。下一步，
市民政局将
加强核灾救灾、应急值守工作，
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妥善转
移安置受灾群众，
确保受灾群众得到及时救助。

市民自发义务除雪。 梅闻 摄

雪大，
婴儿生病打车难
情深，
民警驾车急护送
本报讯（记者佘海艳 通讯员韩亚珺）
“致
敬寒风中最美的身影，
寒风凛冽，
心里却特别
温暖！”
近日，
一则来自朋友圈的
“感谢信”
在
网上广为转发。只因婴儿突发疾病，
上吐下
泻，
却拦不到出租车，
紧急关头，
市公安局交
管局二大队七中队民警，
协助家长将婴儿送
到医院。这温暖一幕，
感动了不少网友。
5 日上午 10 时左右，七中队民警正在
白云桥路段巡逻执勤，指挥来往车辆安全
通行。这时，一名怀抱婴儿的年轻女子和
其父母快速向民警跑来，寻求帮助。原来，

婴儿早上突然上吐下泻，且高烧不退，一家
人本想打车到医院给婴儿看病，但下雪后
路面结冰，打车困难，等了 1 个多个小时也
没有拦到出租车，情急之下只好求助民警
帮忙。七中队副中队长胡涛见婴儿的状况
非常危险，二话不说，赶紧让他们坐上巡逻
警车，
一路飞奔驶向医院。
10 分钟后，胡涛安全的将婴儿及家属
送至医院救治。家属对民警的热心帮助感
激不已，并在微信朋友圈里讲述了民警的
暖心举动，
引来广大网友点赞转发。

热心市民赠防滑链 保障巡逻安全
本报讯（记者佘海艳 通讯员谌巍）
“这
几日大雪结冰，我都不敢开车了，但你们交
警越是危险的路段越要去巡逻。这套防滑
链我现在也用不上，
先给你们巡逻用吧！”
近
日，
一位热心市民来到市公安局交管局一大
队三中队院内，
将装有防滑链的麻袋交到该
中队民警手中。
连日来，受雨雪天气影响导致路面结
冰，给车辆行驶带来很大的影响，稍有不慎

荆州水务集团

启动冰雪保供水方案
清理被冰雪压倒的树木。梅闻 摄

就容易发生打滑，甚至发生交通事故。警
车作为巡逻管控工作的重要工具，不能受
天气影响而停驶，市民及时送来的防滑链
对中队民警来说起了大作用。
在热心市民的配合下，民警在巡逻前
快速为车辆安装了防滑链，并及时驱车前
往辖区拍马桥、引江济汉桥、万城大桥等地
进行夜间巡逻工作，严防交通事故，确保路
畅民安。

女子突发脑溢血 民警开辟救援通道
本报讯（记者佘海艳 通讯员陈佳佳）5
日下午，公安县埠河渡口一女子突发脑溢
血，被堵在待渡车上，多亏公安县交警大队
埠河中队民警及时救助，与生命赛跑，为患
者赢了宝贵的抢救时间。
当日，因雨雪冰冻恶劣天气致荆州长
江大桥封桥，公安县埠河渡口待渡车辆达
千余辆。而公安县交警大队埠河中队民警
方继平、李洪松等 4 人在现场维护秩序时，
突然接到一女子求助，称待渡车上的母亲
突发脑溢血，情况十分危急，并已拨打 120

求助。
因待渡通道是单行车道，该车距渡口
近一公里，加之冰雪恶劣天气影响，整个车
道都挤满了待渡的车辆，短时间内无法将
车辆引至渡口。
时间就是生命。中队迅速将警力分成
两班，分别调挪车辆，让出一条担架通道，
同时与埠河卫生院赶来的急救医护人员一
起，把病人用担架抬上了轮渡。而此时，荆
州第一人民医院的救护车已经等候在渡
口，
病人得到了及时救治。

荆州区屈原路环卫工清理路边树枝。梅闻 摄

松滋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冒险救援
时救援队、一边联系被困大货车司机陆小
明夫妇确定准确被困地点。松滋刘家场镇
HAM 张宏宇、胡俊华、吴桂平立即响应，四
人临时救援队组成。并准备好救援大货车
所需防滑链，购买快餐面、开水瓶开水、棉
衣等救援物质前往山上救援。
路上积雪厚，冰面湿滑，但为了被困大
货车司机夫妇，松滋 HAM 临时救援队冒着
生命危险前行。因被困大货车司机手机信
号非常微弱，发的微信定位地址不准确，救
援队经过 20 公里盘山冰雪路才找到被困车
辆。到达现场后，救援队给被困夫妇二人
迅速倒热水拿泡面，但陆小明夫妇无心吃
东西，急于救车，救援队立马开始分工实
施。晚上 21:30，在救援队队长王代勇的申
请下，由松滋市政府安排矿山队第二日早
动用挖掘机，铲车进行除冰雪作业，尽快帮
助他们脱困回家。

清理断树断枝
保障行人安全
市园林部门已清理清运 200 余
车 扶正倒树138棵

大雪封山大货司机夫妇被困

本报讯（记者赵叶秋 通讯员邓峰）6
日，松滋市无线电协会业余无线电爱好者
在收到无线电救援信号后，冒险深入松滋
市刘家场镇三堰淌村白岩漂深山，救出被
困 5 天的江苏司机夫妇。目前，夫妇二人已
得到妥善安置。
“你好救援队，我现在在湖北荆州松滋
市刘家场镇三堰淌村，下雪封山被困山顶
需要救援。我们已经被困 5 天，实在不行
了 ，能 否 伸 出 大 爱 之 手 ？”6 日 上 午 ，松 滋
HAM（业余无线电爱好者）覃华东收到一
条署名为陆小明的紧急求援信号，他放下
手头的生意，立即启动业余无线电应急通
讯中继频率，用业余无线电台呼叫在刘家
场 镇 附 近 的 HAM 组 织 救 援 。 刘 家 场 镇
HAM 王代勇听到紧急呼叫后，立即回应通
联，并牵头组织临时救援队前往救援。王
代勇一边通知招募刘家场镇 HAM 参加临

本报讯（通讯员刘舒）连续低温天气，自来水管也可
能会“冻伤”。昨从荆州水务集团获悉，集团迅速启动冰
雪保供水方案，700 余名员工将坚守岗位，全力确保冰雪
天气下的安全优质供水。
市水务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集团制水部门在冰雪
来临前，对各类生产设施进行了全面保养，外露生产管道
全部进行包扎。同时加强低温低浊期间的生产巡查频
次，水质检测人员每日巡检 35 处全城水质检测点，保证
水质安全稳定。管网抢修部门加派人手与车辆，在冰雪
天气 24 小时待命，
随时响应用户需求。
据了解，连日来，管网抢修人员已出动 40 余次，在零
下 3 度的冰水中连续作业，修复 30 多处故障。此外，管网
测漏队员坚持冒着严寒，在深夜气温最低时巡查管线，及
早发现管道因气温过低导致的隐性故障，保障管网安全
运行。针对连续冰冻天气后，冻破水表逐渐增多，水务集
团抽调水表检测、供水部、工程公司等骨干人员组成表务
更换突击队，一天之内更换水表 20 多块，以最快速度恢
复用户用水。
水务集团提醒广大市民：若遇水表受冻或用水故障，
随时拨打 8510000、4310000 供水热线，工作人员将上门
处理。

针对连日来低温降雪天气，荆州路灯管理局及时启动恶劣天气保亮灯预案，出动 35 名路灯
电力工人、5 辆抢修车投入到巡线检修、故障抢修工作中，确保路灯正常亮灯。这是该局组织电
力工人对因低温冰冻天气导致的路灯故障进行抢修。
（黄志刚 李亚芳 摄）

本报讯（通讯员许红智）连日来，因受雨雪天气袭击，
荆州中心城区公园、游园、主次干道绿植遭到严重破坏，
倒树、断枝达上万余处，不仅多处道路交通受阻，部分电
力设施运行也受到影响，给市民安全出行带来极大安全
隐患。昨从市园林局获悉，为将雨雪冰冻天气带来的损
失降到最低，保障广大市民及车辆出行，该局 3 日启动应
急预案，
全员上阵，
对倒树、断枝即进行清理。
根据该局下达的针对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应急管理工
作紧急通知，各园林绿化管养单位迅速启动预案，加强应
急值守，加强组织调度，全面排查隐患，采取有效措施，确
保抗灾救灾工作组织到位、人员到位、车辆设备到位。
市园林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应对此次雨雪冰冻天
气造成的恶劣后果，该局共派出人员 300 余人，出动车辆
32 台，准备油锯 21 把、高枝锯 57 把、手锯 91 把，现已清理
清运断枝 200 余车，扶正倒树 138 棵。此外，各公园道路
的除雪铲冰防滑及利用低浓度盐水冲洗城区绿化树木，
预防冰冻灾情进一步恶化系列工作也正在紧张进行中。
针对我市即将迎来的下一轮降雪，市园林局全体干
部职工将坚守在除雪保平安的最前线，全力以赴做好清
除积雪、清理倒树断枝、保护园林植物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