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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市政部门出动百人上路除雪
荆门晚报讯（记者李晓雪 通讯 员
金强） 晚报记者从市公用事业管理处

获悉，4 日起，我市便启动了抗雪防冻
预案，东宝、掇刀、漳河新区市政管理
部门共出动 100 余人每天上路除雪，
为市民安全出行保驾护航。
4 日早上 6 时起， 三区抗雪防冻
小组备足盐、铁锹、扫帚等防冻物资和
设备，按分工奔赴各自辖区道路、桥梁
以及人员密集场所周边区域开展除
雪、融雪工作，共出动撒盐车 20 台、人
员 100 人撒盐 80 吨。市公用事业管理
处负责协调指挥， 对城区的除雪工作

进行检查， 并及时通报冰雪覆盖严重
的路段，调配人员尽快处置，确保抗雪
防冻工作的正常开展。截至昨日下午 4
时许，城区主要道路上的积雪、冰层已
基本融化，车辆行驶环境明显改善。
不过低温天气仍在持续， 市公用
事业管理处相关负责人提醒， 已经融
化的冰雪过一夜后会重新结冰， 所以
市民早上出行还是要注意安全， 特别
是象山大道天鹅湖公园段、 虎牙关大
道、天鹅路西段、象山一路、象山二路
等坡度较大路段， 车辆最好减速缓行
或绕道行驶。

4 日，漳河新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启动恶劣天气应急
预案，分三个工作小组，对漳河大道、天鹅路、象山大道、关公
西路等 10 余条道路的桥梁、坡道、弯道、红绿灯路口等重点路
段进行巡查并抛撒融雪剂近 5 吨， 确保道路畅通和市民出行
安全。
荆门晚报记者 刘国锋 通讯员 陈妍妍 摄

交通事故量有所下降
荆 门 晚 报 讯 （记 者 胡 娟 娟 ） 近两
日，受降雪影响，道路湿滑，开车出行
的市民并不多， 交通事故量与平常相
比有所下降。
“今天和昨天相比，交通事故少一
点。 ”4 日，掇刀交警大队事故中队值班
民警告诉记者，3 日， 该事故中队共接
到交通事故报警电话 70 多起，4 日截
至下午 5 时有三四十起。 4 日，东宝交
警大队事故中队接警 9 起，其中车损事
故 7 起，伤人事故 2 起，而平时该大队
的交通事故量有 30 起左右。
民警分析， 这两天城区部分中小
学放假，校车、客车停运，而且部分市
民在 3 日发现开车打滑后也选择公交
出行，再加上交警部门提前部署，全员
上岗， 及时启动恶劣天气应急处理预
案，并突出对桥梁、下坡、弯道等路段
的管控，事故量相较于平时明显下降，
而且绝大多数是追尾、刮擦等小事故。
交警部门处理事故时快处快撤，
防止引发交通拥堵。 同时， 在城区 47
台警用车辆 LED 电子屏、城区 7 块电
子诱导屏同步发布雨雪天气行车注意
事项，提前做好应急信息发布，引导驾
驶人合理选择出行时间和线路。

市水产局
组织志愿服务队扫雪
昨日上午， 市水产局志愿服务队
上路扫雪除冰。 大家扛起铁锹,找来扫
帚，按照事先规划的清扫区域，在金虾
路上忙活。 短短两小时，志愿服务队就
清扫了金虾路上几百米的积雪路
（胡于梅 官章全）
段。

东宝城管
组织干部职工铲雪除冰
荆 门 晚 报 讯 （通 讯 员 王 俊 义 李 李
荆荆 记者杨涛）3 日起，东宝区城管局

撒盐融雪。 荆门晚报通讯员 金强 摄

3 日， 大雪将沙洋县五里铺镇五里社区的五庭鲜蔬菜专
业合作社 80 余个大棚全部压塌、刮倒，导致大棚内种植的草
莓及时令蔬菜严重受损，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300 多万元。灾情
发生后，五里社区党支部积极组织党员干部展开生产自救，帮
助受灾种植户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图为五里社区党员干部
帮助受灾群众抢修蔬菜大棚。
荆门晚报通讯员 乔龙泉 摄

组织干部职工全力以赴铲雪除冰， 做
好重点路段清雪除障防滑及环境保障
工作。
3 日上午，东宝区城管局启动强降
雪低温冰冻灾害防范应对工作的应急
预案，下午召集局环卫处、城管执法大
队、渣土执法大队、物业公司负责人，就
铲雪除冰、清运垃圾、街面巡查、环卫作
业、重点路段管理进行再次部署。其中，
及时调整城区垃圾清运作业时间，所有
车辆必须天亮后出车，尽量利用中午时
段进行清运，各清扫班组在降雪停止后
一小时内，组织人员到各主干道和重要
地段开展清雪除冰作业，冰雨雪天气停
止洒水、喷雾作业。 当晚，该局组织 90
名环卫工人及 40 名城管队员，出动车
辆 12 辆，做好“两会”会场门前及周边
道路清雪除障防滑及环境保障工作，另
外成立五个工作专班， 加强对长宁大
道、海慧路、象山大道等重点路段人行
道、主干道上残枝落叶的清除力度，还
加大垃圾中转站、生活垃圾处理场的除
雪力度。
目前， 该局已出动 300 余名干部
职工，12 台执法车辆携带铁锹、 扫帚
全员参与除雪除冰。 接下来，该局将再
次组织专班对东宝辖区各主次干道、
“两会”会场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驻
地等路面积雪、积冰情况进行巡查，并
根据天气情况随时在相关路段清雪除
冰。

我市民政部门储备防寒保暖物资 9000 余件（套）

确保受灾困难群众有吃有穿有住所
荆门晚报讯（记者杨涛 通讯员陈荆
立） 针对我市遭遇入冬以来强度最大、范

围最广的持续雨雪天气，市民政局积极安
排部署，确保群众基本生活不受影响。
市民政局已设立救灾核灾组、 人员
调动组、后勤保障组等 5 个专班，对专班
人员进行了具体分工， 确保一旦发生灾
情能及时有序地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突
出重点，做好困难群众排忧解难工作，密
切关注重点优抚对象、五保户、低保户等
困难群众近期生活情况， 逐户了解面临
的困难，全面落实各项救助政策，主动帮
扶并进行妥善安置。 迅速启动应急救助

预案，扎实开展“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
活动， 出动 5 辆车 14 人参与街面巡查，
分上午、下午、晚上三个时段赴城区主要
街道、车站、广场、桥梁、涵洞等重点场所
开展巡查劝导， 并全面排查了上百名流
浪救助人员站外托养服务情况。
同时，加强防寒保暖物资储备，目前储
备棉被、棉衣、毛毯、帐篷、折叠床等 16 个品
种 9000 余件（床、顶、包、个、套、张），集中
精力保障应对本次低温雨雪冰冻天气需要。
加强与救灾超市等商家的衔接，确保第一时
间把救灾物资发放给受灾困难群众，保证受
灾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临时住所。

4 日下午、5 日清晨，
市城管执法督察支队组织
全体干部职工， 对象山大
道、 象山一路的积雪进行
清理， 保障市民出行安
全。
荆门晚报通讯员 黄
剑平 摄

社区铲雪在行动
荆门晚报讯 （记者郭玉红）4 日上
午，东宝区龙泉街道龙山社区各小区、
街道、单位都活跃着扫雪的身影，他们
有的扫，有的铲，很快，道路就露了出
来。
龙山社区负责人介绍，3 日， 社区
就给辖区各单位、 小区下发了第二天
清扫门前积雪的通知。 4 日一大早，大
家就拿起扫帚、 铁锹， 开始铲雪大行
动。 龙山社区工作人员把门前道路清
扫完后， 网格员来到各自的网格督促
各单位及时清扫道路积雪， 并把被积
雪压断的树枝拖到路边， 其他社区人
员则来到清扫面积最大的华铭广场协
助清扫。
在华铭广场一斜坡处， 社区工作
人员发现有辆车停在斜坡上， 由于坡
上结着厚厚的冰，车上不来也下不去，
社区工作人员和附近居民一起帮忙，
用了 15 分钟把车推到附近的一个停
车位。 看大家累得气喘吁吁，车主再三
表示感谢。
当日， 晚报记者在泉口街道沿河
社区浏河湾也看到了一群扫雪的社区
工作人员和居民，他们冒着严寒，为大
家扫出了一条便民通道。 在浏河社区
车务段家属区， 记者看到居民楼前不
仅被扫得干干净净， 一栋楼前还有居
民堆起了两个雪人，惟妙惟肖。 当日，
泉口街道 23 名工作人员分别来到辖
区各社区，走访了孤寡老人、高龄老人
及廉租房困难户， 为他们铲扫了门前
的积雪。 龙泉街道各社区也组织人员
清扫道路积雪， 特别清扫了公交站台
和高龄老人门前的积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