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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全省将在 9 月 18 日试鸣防空警报

涨知识！不同警报都有哪些含义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冯子雍
人民防空是国之大事，是国家战略，是长期战略。9 月 14 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9·18”全省人防
警报试鸣日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9 月 18 日上午 10 时至 10 时 31 分，全省城区范围内，统一试鸣人民
防空警报。
警报信号分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全省在 9 月 18 日上午组织的人民防空
警报鸣放，是非紧急情况下的警报试鸣。警报试鸣期间，请广大市民保持正常的生产、生活和工作、学习秩序。

【如何识别各种类型的防空警报？
】
那么，普通市民如何识别防空
警报的种类？它们分别有什么含
义？对此，省人防办法规与宣传处
二级调研员李建星作出详细阐述。
“其中，预先警报音响信号规
定为鸣 36 秒，停 24 秒，反复三遍为
一个周期，时间为 3 分钟。其特点
是‘长间隔’，是在获知敌人即将对
城市进行空袭的情况下发放的警
报信号。”李建星表示，在临战状态
下，市民听到预先警报后，应立即
关闭电源、燃气，携带好个人防护

器材和必需的生活用品，迅速有序
地进入人防工程或指定隐蔽地域。
空袭警报音响信号规定为鸣 6
秒，停 6 秒，反复 15 遍为一个周期，
时间为 3 分钟。特点是“短间隔”，
是在敌空袭兵器临近城市上空，已
经开始或者马上就要对城市目标
实施攻击的情况下发放的警报信
号。
李建星介绍称，
“ 听到空袭警
报时，
根据人防指挥部命令，
立即进
行治安、
交通和灯火管制，
未疏散隐

蔽人员立即就近进入人防工程隐
蔽，
关闭人防工程防护门，
加强观察
和警戒，
开展各项防空袭工作。
”
解除警报音响信号规定为连
续鸣放一长声，时间为 3 分钟。特
点是“无间隔”，是在敌空袭威胁已
经解除的情况下发放的警报信号。
市民听到解除警报后，应有组
织、有秩序地返回家中和工作岗
位。各类人民防空专业队迅速查
明遭敌空袭破坏的情况，消除空袭
后果，
做好防敌再次空袭的准备。

【和平环境，
为何长期坚持人防建设？
】
人防工程建设周期长，需要耗
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在当前相对
和平的大环境下，为什么仍要长期
坚持人防建设？对此，省人防办二
级巡视员朱安伟表示，人民防空在
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
的地位和作用，承担着战时防控、
平时服务、应急支援使命任务。
朱安伟表示，首先，人民防空

能有效地保存人力资源。信息化
战争条件下，人民防空对保存人力
资源的作用更加巨大。其次，人民
防空能有效地保存经济潜力。信
息化战争条件下，工厂企业等重要
经济目标将是敌人突袭的重点，只
有利用人防手段，采取人防措施，
分散配置工业企业。
此外，
人民防空能有效地维护社

会稳定。战争一旦发生，
将会造成大
量建筑物损毁，
水、
电、
气中断，
人民
的生活环境就会急剧恶化。朱安伟
表示，
“通过平时有效的人民防空动
员和教育，
使人民群众对人口疏散隐
蔽、
工厂企业搬迁或转入地下计划有
所了解，
战争时期广大群众就能从思
想上、
行动上有所准备，
在敌空袭中
处乱不惊，
维护社会的相对稳定。”

关于组织
“9·18”全省人民防空
警报试鸣活动的公告
为增强城市居民的国防观
念和防空防灾意识，提升对人民
防空警报音响的识别能力，经省
政府批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规定，定于
2021 年 9 月 18 日上午 10 时 00
分至 10 时 31 分在全省范围内组
织人民防空警报试鸣活动。
试鸣信号分为预先警报、空
袭警报、解除警报三种：预先警
报鸣 36 秒、停 24 秒，重复 3 次为
一个周期，试鸣两个周期；空袭
警报鸣 6 秒、停 6 秒，重复 15 次
为一个周期，试鸣两个周期；解
除警报连续鸣放 3 分钟，试鸣一
个周期。每种警报间隔 5 分钟，
共 31 分钟。
望广大市民听到人民防空
警报后不要惊慌，保持正常工作
和生活秩序。
特此公告。
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2021 年 9 月 13 日

“中秋”小长假 你关心的出行问题，都帮你整理了！
节前城区 交通流量将趋于饱和，本周六限号 1 和 6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高鹏
通讯员 邢红军
2021 年“中秋”假期从 9
月 19 日至 21 日，共三天。
“中
秋”期间群众出行将明显增
加，9 月 14 日，郑州交警结合
郑州市道路交通实际，发布
安全出行提示，为广大市民
群众提供出行服务。
今年“中秋”假期高速公
路通行不免费，受相关政策
影响，预计经高速公路、国省
道出行交通流量将有小幅增
长。
记者了解到，郑州交警
提前对“中秋”假期交通安保
工作进行了部署，并从 9 月
13 日起连续开展为期 10 天
的酒驾醉驾违法集中整治行
动。

受复工复产加速、中小学校密集开学、节前购物聚会增加等多重因素影
响，
“中秋”节前，
郑州城区交通将始终趋于饱和状态。
9 月 18 日（本周六）不休息，是
“中秋”小长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当天
尾号限行 1 和 6。受学生开学影响，市区各个初高中学校门前易出现排队缓
行现象，加上周六下班晚高峰，
预计当日全天城区交通都将面临较大压力。

节日期间 长途、短途、旅游、就餐等出行交织
9 月 19 日“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郑州周边各高速公路、国省道出城
方向，以及高铁东站、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将保持较大的人流车流量;市内
各小学门前道路当天将聚集大量送学生上学的机动车、非机动车。
9 月 20 日“中秋”小长假第二天，郑州市区各商圈、饭店及周边景点附
近道路将出现较大人流和车流量，
市区整体交通趋于平稳。
9 月 21 日“中秋”小长假最后一天，当天 16 时至 22 时，郑州将迎来返程
高峰时段，常规易堵路段将出现较大车流量。

节假日过后 上班、上学高峰期交通压力巨大

郑州交警提前对“中秋”假
期交通安保工作进行了部署，并
从 9 月 13 日起连续开展为期 10
天的酒驾醉驾违法集中整治行
动。中秋节日期间，郑州交警将
全警动员，加强指挥疏导，加大
交通违法的查处力度，加强交通
事故的预防，全力以赴维护省会
道路交通安全通畅。
针对假期交通出行，在市区
繁华易堵路口、景区、游园门前
道路、高速公路上下站口等重点
区域，加强疏导指挥。加大对酒
后驾驶、无证驾驶、超速超员、违
法停车等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
力度。
加大重点违法查处，利用道
路监控及时发现交通拥堵点和
交通事故，及时派员前往处置疏
导。一旦出现突发事件，迅速启
动应急机制，及时采取措施，妥
善有效应对。
孟萌 制图

9 月 22 日是小长假过后上班的第一天，市区初高中、小学也基本都已开
学，早上 7 时至 9 时，
将迎来上班和上学高峰期，
交通压力较大。
郑州交警提醒，二广高速白马寺收费站、洛卢高速上戈收费站封闭施
工，请选择临近站点上下站；京港澳高速、安罗高速有多段施工，占用部分道
路，影响通行效率，
途经车辆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
节日期间限行政策调整：9 月 18 日（星期六），按周一的限行政策，限行
尾号 1 和 6，9 月 19 日（星期日）至 21 日（星期二）郑州全市不限行，9 月 22 日
（星期三）正常限行尾号 3 和 8，9 月 26 日（周
日），机动车尾号限行 2 和 7，提醒广大市民自觉
遵守机动车尾号限行规定。

9 月 13 日起
郑州交警连续 10 天严查酒驾醉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