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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车道干净了，人行道咋还脏
相关部门负责人解释，按照清扫顺序，人行道清雪晚于快车道

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

济南公交实行24小时值班
本报12月21日讯(见习

记者 申慧凯) 20日傍晚
开始，济南市普降大雪，为
确保第二天公交线路正常
运行，公交部门启动冰雪
天气应急预案，实行2 4小
时值班制，全市200多条公
交线路的4000多辆公交车
出动，确保市区公交线路
正 常 运 行 ，方 便 市 民 出
行。

据了解，面对大雪天
气，1000多名公交员工一夜
都在值班，绝大部分公交线

路处于正常运营状态。但由
于积雪严重、道路湿滑，按
照济南市交警部门要求，济
南公交60、65、809、889路等
21条线路临时停止运行，工
作人员几次在沿线主要站
点张贴停线启事，以确保市
民安排好出行计划。

截止到21日18点，由于
所经路段出现雪融结冰状
况，67路、88路各支线仍将
处于关闭中，待道路具备通
车条件后，这些线路将立即
恢复线路运行。

学校人性化安排应对雪天
有的停课，有的提前放学

本报12月21日讯(记者
李飞 ) 21日，记者从省

城多所学校了解到，针对大
雪天气，考虑到学生的安
全，不少学校都进行了人性
化的安排。有的停课，有的
提前放学，有的甚至取消了
下周一的升旗仪式。

历下实验小学大队辅
导员李颖告诉记者，当日上
午学校取消了大课间活动，
改为室内进行。下午，中高
年级学生第二节课结束后，
就提前放了学。“正常放学时
间是下午4点20分左右，今天
3点半下课后，取消了第三节
课和大课间活动。”

记者了解到，针对雪天，
为保证学生路上安全，小辛
庄小学、济南九职专、济南商
贸学校、山大一附中等多所
学校均提前了放学时间。

针对近期持续的大雪及
寒冷天气，为防止学生出现
意外，还有学校取消了下周
一的升旗仪式。东方双语实
验学校今天放学前特意通知
了学生，并通过博客、QQ群
告知了家长，下周一的升旗
仪式取消，改为在室内进行
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经七路
第一小学、历下实验小学也
表示，已经做好了根据天气
状况，取消升旗仪式的准备。

扫雪除冰出动8200多保洁员
共使用融雪剂362吨

本报12月21日讯(记者
赵伟) 21日，记者从济南

市城管局了解到，在这次扫
雪除冰工作中，截至21日早6

点，全市共出动保洁员8200

余人，使用融雪剂362吨。
从20日晚8点，济南开

始普降大雪。20日上午，市
城管局组织开展清雪工作
部署会，要求各单位全面做
好各项清雪物资储备和车
辆检修工作，并下发通知要
求各区各部门及时补充融
雪剂，确保全市1200吨的储
备量，所有保洁员、作业车
辆及应急队伍严阵以待。

济南市城管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为保障全市道路
清雪工作有序进行，市城管

局成立了清雪督导领导小
组。20日晚10点和21日早4

点分两次，到现场对全市道
路清雪工作进行了全面调
度检查。截至21日早6点，全
市共出动保洁员8200余人，
出动洒水车、撒布机等各类
清雪作业车辆1342车次，使
用融雪剂362吨，其中干撒
168吨，有效保障了早上班
高峰期道路通畅。

针对21日夜间降温的
情况，市城管局向各区下发
了紧急通知，要求各单位利
用白天时间立即组织人员车
辆对全市主次道路快车道、
辅道、人行道、公交站点等区
域进行全覆盖清雪作业，达
到无积雪积存等现象。

机械化清扫大队出动400余人

根据地温变化调整清雪方式
本报12月21日讯(记者

赵伟 通讯员 邵帅)
21日，记者从济南市机械化
清扫大队了解到，此次清雪
工作，大队共出动人员400

余人，使用融雪剂100余吨。
“从20日19点开始，大

队干部职工全员到岗，全面
展开清雪工作。”济南市机
扫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从
20：30开始，4台撒布车分别
开往顺河高架、燕山立交、
北园高架、纬六路高架作
业，清雪工作拉开序幕，一
直持续到21日中午11点，确
保道路无结冰。

“根据地温变化情况，
大队及时调整清雪工作方
式，将顺河高架桥、北园高
架桥、纬六路高架桥及燕山
立交作为重点清理路段。”

该负责人介绍，此次清雪工
作一改往日的人机配合喷
洒融雪剂方式，改为撒布
机、铲雪车、洒水车分批次
对主干道进行清雪。撒布车
作为第一批次，干撒融雪
剂，先将积雪融化。铲雪车
作为第二批次，将桥面的积
雪铲到路边，确保车辆顺利
通行。洒水车作为第三批
次，对路面喷洒低浓度的融
雪剂，防止路面结冰。人工
重点对高架路上下匝道、经
十路、纬二路沿线公交站点
的积雪进行了清理。

据了解，此次清雪工
作，机扫大队共出动人员
400余人，撒布机16台次，扫
路车20台次，洒水车60余车
次，洒水1200余立方，使用
融雪剂100余吨。

本报12月21日讯 (记者 赵伟)
20日晚济南降下一场大雪。21日

一早，不少出门上班的市民发现，有
的路段快车道干净了，可人行道还
是很脏。相关部门负责人解释称，按
照清扫顺序，人行道清扫要晚晚于快
车道。

“怎么同一条路，情况却不同
呢？”21日早9点左右，市民于女士从
经七路步行去上班，她边走边奇怪，
快车道除两侧有一些积雪外，其他
都打扫得非常干净，但是人行道却

是另一番情景。“积雪扫得很慢，而
且非常泥泞，特别是路口附近，积雪
融化后经过车辆碾轧，变得更脏，必
须踩着脏雪才能过去，弄得鞋子非
常脏。”

除了经七路外，在和平路、山大
路、纬二路等多个路段，一些市民也
反映同样的现象。

济南市城管局相关部门负责人
解释称，从20日晚10点至12点，各区
城管局(环卫管护中心)、市机扫大
队开始第一轮清雪作业，本着“先主

后次，先高架后地面，先陡后平，先
内后外”的顺序进行清雪。重点对市
区高架路、二环路、经十路、舜耕路、
旅游路等路段采取喷洒、干撒融雪
剂，机械车辆推雪等方式进行清雪
作业。21日凌晨3点开始进行第二轮
清雪作业，主要对全市主次道路快
车道、辅道进行全覆盖清雪作业。

“人工清雪作业则是从早4点开始，
重点对主次道路人行道、公交车站
等区域进行人工清雪，人工清扫的
速度肯定要慢于快车道。”

本报12月21日讯 (记者 赵伟)
21日早晨，在环卫工紧急备战扫

雪除冰任务的同时，一些沿街单位
一早也都积极行动起来，有的还自
制工具。在不少人看来，“清雪除冰
本来就需全民参与”。

21日早7点半，在纬二路山东
商会大厦门口，几名工作人员正
在对门前的积雪进行清扫，六七
个人每人一把铁锨，干得热火朝
天。一名工作人员介绍，清理门前
雪本来就是分内的事，一早她们
就来清扫了，“干净了，不光自己
走着安全，过路市民走路也不用
担心摔倒了。”

记者沿着经七路一路往东走，
不少沿街开门的单位负责人都在忙
着打扫门前的雪。古艺家具店的宋
女士称，她为了扫雪，一早就赶来
了。“清雪除冰本来就需全民参与，
自己家门口扫干净了，环卫工也省
事了。”旁边的九龙集邮礼品店的林
先生不仅将门前的积雪打扫干净
了，还将过街天桥上下口位置的积
雪清扫干净。“这个地方不清扫干
净，上下天桥太危险了。”记者走访
了和平路、山大路、山师东路等几条
街，不少商家也正在对门前的积雪
进行清扫。

“这次降雪后，我也发现沿街单

位扫雪的越来越多了。”济南市城管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政府部门做好
主次干道、公交站点等地方的清雪
工作还是不够的，一旦雪量大有时
就会存在清理慢的问题，这就需要
全体市民参与。“特别是一些背街小
巷，就需要临街单位及社区里组织
市民进行打扫才行。”

在今年1月份济南市下发的“关
于加强市区冬季清扫冰雪工作的通
告”中也指出，“市区内各行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驻济部队和
沿街经营性单位都要根据雪情，在
各自的城镇容貌和环境卫生责任区
内，参加清扫冰雪义务劳动。”

“清雪除冰本来就需全民参与”
沿街单位昨日一早开始各扫门前雪

本报12月21日讯(见习记者 孟
燕) 21日，如期而至的大雪将省城

“银装素裹”起来。从20日17时43分
省城自南向北陆续开始降雪，截止
到21日18时，全市范围内普降大雪，
局部暴雪，全市平均降水量7 . 4毫
米，平均积雪深度5 . 4厘米。最大出
现在章丘，降水量达12 . 1毫米，最小
出现在商河，仅2 . 1毫米，市区9 . 6毫
米。

这是入冬以来的第三场雪，但
却是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雪”。
根据济南市气象台21日14时50分发

布的寒潮蓝色预警信号和道路结冰
黄色预警信号显示：受寒潮天气影
响，济南市将出现大风和强降温。22
日～23日北风4级，阵风6～7级；过
程降温幅度8～10℃；23日～24日早
晨最低气温，北部地区及山区可降
至-13～-15℃，市区及其它地区可
降至-10～-12℃。降雪过后，22日～
24日受寒潮影响，气温较低，天气寒
冷。由于气温持续较低，积雪或道路
结冰仍将持续。

未来几天具体天气预报如下：
21日夜间到22日阴转晴，北风

2～3级明天逐渐增强到4级阵风6～
7级，清晨最低气温-5℃左右，白天
最高气温0℃左右。23日晴间多云，
北风4级阵风6～7级夜间转南风3
级，最低气温济阳、商河、章丘-13℃
左右，市区、高新区及其它县(市)区
-10℃左右，最高气温-4℃左右。24
日晴到少云，南风3级，最低气温济
阳、商河、章丘-14℃左右，市区、高
新区及其它县(市)区-10℃左右，最
高气温0℃左右。25日多云转阴，北
风2～3级，气温回升。26日阴有小
雪，北风3～4级，气温变化不大。

周末大风降温 最低温-10℃左右
由于气温持续较低，积雪或道路结冰仍将继续

21日，在经六路延长线，环卫工们清除道路积雪。当天，厚厚的积雪让环卫工清理
起来非常艰苦，不少环卫工都顾不上吃早饭，有的在街头就匆匆解决了。

本报记者 徐延春 赵伟 摄影报道
清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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