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抵顶新车
底价出售

电话：13573567757

2010款宾悦2 . 0
手动舒适版车(包牌)，

可4S店
直接提车!

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 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 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 售售售售售售售售售售售售售售售售售售售售售售售售售售售售售售售售售售 !!!!!!!!!!!!!!!!!!!!!!!!!!!!!!!!!!

招商
公告

连锁便利
店诚招供货商，
供货项目食品、
酒类、饮料、日
用品等，供货区
域烟台六区，有
意 者 请 联 系 ：
0 5 3 5 - 6 9 0 5 5 8 0
1 3 6 8 5 3 5 2 0 4 9

王先生

芝芝芝罘罘罘大雪纷飞，莱莱莱山山山艳阳高照
┮烟台昨日迎来入冬最大一场降雪，不过分布却很不均匀

┮气象专家说这是冷流降雪，这种“半城飘雪半城晴”的现象并不少见

普通干线仅影响观海路

高速公路保持全线畅通
本报12月15日讯 (记者

张琪) 15日，烟台市局部出现
降雪，由于降雪不均，只有莱
山公路局的清雪队伍“上阵”，
截至下午3点，受降雪影响的
省道烟轸路观海路段等已基
本没有积雪，交通恢复正常。

15日上午10点半，记者在
观海路金沟寨立交桥附近看
到，五六台清雪机械正冒雪抓
紧清理路面积雪。烟台市公路
局养护科负责人告诉记者，

“主要就是观海路靠近市区这
段有些影响，共出动机械20余

台套，抛撒防滑砂及融雪剂50

余吨，对其他普通干线公路基
本没有影响，全都正常通行。”

“通过高速公路全程视频
监控看，全市高速公路通行状况
良好，全线运营正常。”烟台市公
路路政指挥中心工作人员说。

据了解，虽然降雪对烟台
公路出行影响不大，但是全市
公路的清雪人员、机械15日晚
仍将处于“待命”状态，一旦遇
有雪情或出现结冰现象，将第
一时间上路清雪、抛撒防滑材
料，保障干线公路畅通。

遇有大雾、大雪等恶劣天气

校车立即停运并通知家长

城管局＞＞防滑队员一小时推三十多辆车
本报12月15日讯(记者 侯艳艳)

15日的降雪再次让城管部门的防滑
清雪作业人员忙碌起来，不少防滑队
员在进行防滑作业时还义务为市民
推车、救助受伤的市民。

15日上午10点，在迎宾路上来自
市政养管处机关防滑队的六七名队
员在一个上坡处帮市民推车。据防滑
队员王晓光介绍，一个小时的时间，

他和几名队友已经在上坡处陆续推
了三十多辆车。“上下坡是防滑的重
点路段，下大雪时面包车等车型可能
在上坡打滑，防滑队员在进行防滑作
业的同时，兼顾起帮市民推车的任
务。”市政养管处计划技术科副科长
李广良说。

记者了解到，防滑队员不仅义务
帮市民推车，还救助因路滑而摔伤的

市民。
记者从烟台市城管局获悉，为了

做好清雪工作，15日清晨5点，市政养
管处的上百名工作人员已经值守待
命。降雪开始后，城管局局属市政养
管处、园林处、环卫处、排水处、自来
水公司等单位41支清雪防滑应急队
伍投入防滑工作，1200余人、200多台
机械在各自责任区域冒雪值守作业。

救助站＞＞为救助一老人一天跑三趟
本报12月15日讯(通讯员 于波

记者 柳斌) 15日烟台又迎来降
雪，气温骤降。烟台市救助管理站的
工作人员冒雪上街救助流浪人员，并
为他们送去了棉衣。

15日一早，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
员就上街寻找流浪人员，下午3时许，
记者跟随救助车辆一起上街寻找。考

虑到雪天流浪人员多在桥洞、小区楼
道、暖气管道旁边避寒，工作人员也
重点对这些地方进行了巡查。

临近傍晚，工作人员又驱车来到
青年南路与新石南路交叉路口处寻
找一位老人。据工作人员介绍，上午
沿街救助时，在此处发现了一位老
人，老人说他家在附近的南开社区，

生活困难，愿意接受救助站的救助，
但是不愿住进救助站。

由于当时车上棉衣已经用完，工
作人员回到救助站拿了棉衣，但当他
们回来后老人已不知去向，只好把棉
衣交给了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代为转
交。这已经是他们第三次来，可惜的
是，找了几圈也没有发现老人的踪影。

环卫处＞＞1600多名环卫工人上路清雪
本报12月15日讯(通讯员 毕英

华 丁明明 李春庆 记者 毛旭
松) 15日烟台迎来降雪，芝罘区环
卫处4支清雪突击队随雪而动，第一
时间冲向清雪第一线。

上午10点多，记者在所城里路口
遇见了正在指挥垃圾清运的芝罘区
环卫处清运队副队长赵官忠。赵队长

说，下雪天给垃圾清运带来很大困
难，有的路段坡陡、路滑，清运车无法
通行，拖桶工人们就踩着厚厚的积
雪，深一脚浅一脚地把垃圾箱拖出来
装车清运。平常的清运工作一般在上
午11点就结束，但下雪天要从早晨4

点半工作到下午2点多钟。
据了解，芝罘区环卫处负责市区

环海路、幸福南路、市府街、文化路等
14条主次干道的清雪防滑工作，整个
冬季，环卫处所有防滑队员时刻处于
待命状态。

据烟台市环卫处工作人员介绍，
市区两级环卫部门共出动157部清雪
机械设备、1600多名环卫工人组成的
防滑队伍清雪。

交警大队＞＞300余交警上街保通畅
本报12月15日讯 (通讯员 袁

圣凯 温全福 王贤才 记者 鞠
平) 15日降雪再袭港城，开车上班
的新车手们遇上了难题，市内如月
亮湾附近坡道成了“难关”，很多新
车手被迫“趴窝”，经交警及时疏导，
才没造成交通拥堵。据了解，当天烟
台交警一大队、二大队300余名交警
上岗执勤，保证了雪天交通的通畅。

15日上午9时许，降雪渐大，市
区道路能见度降低，车辆行驶速度
缓慢。为保证辖区内各主干道畅通

有序，交警一大队二大队再次启动
应急预案。截至中午11时降雪基本
停止，两个大队共计出动警力300余
人次，车辆40余台次，辖区内道路交
通恢复正常。

考虑到降雪很可能导致路面结
冰，交警、协警做好了防滑疏导准
备，重点将警力安排在二马路、解放
路、通世路、红旗中路、毓璜顶西路、
文化路、青年南路等辖区内几个坡
度较大的路段，并出动警车进行高
密度巡逻。据了解，由于雪天路滑，

市区几个坡度较大的路段成了新车
手的“难关”，爬不上坡半路熄火的
情况时有发生，另外隧道口由于上
下坡度较大，也给新车手们带来了
难题。

交警部门工作人员提醒市民尤
其是新车手，雪天一定要减速慢行，
尽量避免坡道，经过隧道的时候要
非常小心，如果降雪伴随降温一定
要注意隧道口容易出现的结冰情
况。同时交警部门将及时公布一些
路况信息，帮助市民安全出行。

本报12月15日讯(记者
张琪) 15日，烟台市部分地区
迎来了入冬以来的最大一场
降雪。这次降雪分布很不平
均，在城区范围内甚至出现了

“半城雪”的现象。气象部门介
绍，降雪主要集中在北部地
区，最大降雪在牟平，雪深有7

厘米。
降雪是从15日早上8点开

始的，由于气温较低，在很短
的时间内地面就有积雪了。接
近9点，雪势渐大，放眼望去已

是白雪皑皑。气温较低，降雪
又大，部分路面出现积雪，可
能出现对交通影响的道路结
冰，烟台市气象台15日上午10

点发布道路结冰黄色预警信
号。

这场降雪在中午前后停
止。据气象部门提供的降雪情
况报告，降雪最大的区域是牟
平区，降水量达4 . 8毫米，雪深7

厘米，为中雪量级。芝罘区和
莱山的部分区域积雪深度也
有5厘米之多。全市范围内，福

山、蓬莱、招远、栖霞、莱阳和海
阳等地只有微量降水。龙口、
长岛、莱州三地则没有降雪。

15日的降雪分布不均。上
午，一些市民反映，在芝罘区
大雪下得正来劲的时候，莱山
区的一些地方却是艳阳高照，
市民称这种“半城雪”现象不
太多见。烟台市气象台首席预
报员姜俊玲说，这场降雪是烟
威地区独有的冷流降雪，这种
降雪在分布上经常出现不均
的情况。上次降雪时福山区下

得很大，但是芝罘和莱山则比
较小，反观这次牟平区、芝罘
区和莱山的部分区域降雪比
较大，而其他县市区只有微
量，甚至没有降雪。

至于降雪呈现区域性的
原因，气象专家说冷流降雪的
云层是呈块状分布的，这种云
的特点是既有普遍性的降水，
又有对流性的不均匀性降水，
哪些区域的对流旺盛，哪里下
得就大。在烟台市区经常出现
城区内下得较大，而郊区下得

较小的情况，所以说这种“半
城飘雪半城晴”的现象并不少
见。

这次降雪过程还没有完
全结束，预计16日，烟台市东
北部地区有中雪，其他地区有
小雪，气温较低，可能出现对
交通有影响的道路结冰，烟台
市气象台15日下午4点继续发
布道路结冰黄色预警信号，请
注意防范。

具体预报如下：16日白天，
东北部地区阴有中雪，其他地

区有小雪；北到西北风，海面6-
7级，阵风8级，陆地5-6级，最高
气温3℃。16日夜间到17日：东
北部地区有小雪转晴，其他地
区多云转晴；西北风，海面6级，
陆地4-5级；-7～1℃。18日：晴到
少云；西北风，海面5-6级，陆地
3-4级；-6～3℃。

气象部门提醒，交通、公
安等部门要做好道路结冰应
对准备工作；驾驶人员应当注
意路况，安全行驶；行人外出
尽量少骑自行车，注意防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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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部门在行动
本报12月15日讯 (记者

刘清源 ) 近日，烟台市教育
局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各县市
区教育部门加强学生、幼儿上
下学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一旦
遇到大雾、大雪等恶劣天气要
立即停运，并及时通知家长。

14日，烟台市教育局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学生、幼儿
上下学交通安全工作的紧急
通知》，通知中要求县市区教
育体育局、直属各学校进一步

加强学生、幼儿上下学交通安
全工作，保障学生、幼儿的上
下学交通安全。各县市区教体
局和学校、幼儿园要及早将为
农村学生、幼儿提供校车服务
纳入政府议事日程。

通知要求各相关单位制
定应对极端天气交通安全预
案与措施，密切关注天气变
化，一旦遇到大雾、大雪等恶
劣天气要立即停运，并及时通
知家长。

交警在风雪中值勤。

1 5日，
烟台迎来入
冬以来最大
一场降雪，
给出行市民
带来不便。
图为市民在
雪中骑行。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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