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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林）1 月 6 日夜至
7 日上午雨雪交加，为保障市民顺利出
行，郑州市共出动专业除雪人员9000余
人次，各种专业除雪设备500余台次，连
夜除雪，保障道路畅通。

郑州在各主要干道、桥梁和重要交
通连接点上，通过边下边清、人机结合的
方式积极开展清除冰雪工作。到7日上
午，郑州市城区道路、过街天桥均无积
雪、无结冰，市民出行无忧。③5

郑州

●● ●● ●●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 实习生 谢卓）
瑞雪兆丰年。1月 4日至 7日，我省出现
大范围雨雪天气，此次降水起到改善土
壤墒情、减少病虫害等作用，对当前小麦
生长十分有利。

对这场降水，唐河县振群家庭农场
负责人乔振群连声叫好：“好雨！有了这
场雨小麦丰收有基础。”在老乔看来，雨
雪天让他的 2100多亩优质小麦“解渴”
了，省了不少浇地钱。

农谚有“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
馒头睡”，说明冬季降雪对小麦生长好处
多多。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相关负
责人介绍，目前我省小麦正处于越冬期，
这次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水分，促进小
麦根系生长。降雪在麦田表面形成覆盖
层，减缓地温下降，为小麦安全越冬提供
保障。

据介绍，这场大范围雨雪天气可以
抑制越冬病虫害，减轻春季病虫害发生
危害程度。同时，这次降水过程还将起
到“冬水春用”作用，为小麦早春生长提
供了水分。③3

□刘婵

针对这一轮大范围

持续低温和雨雪天气，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及 时 部 署 ，提 出“ 保 畅

通、保温暖、保民生、保安全”的明确要

求，各级各部门必须迅速行动起来，尽力

尽责、用心用情把各项工作做好。

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漫天飞雪可

以是朋友圈里的美景，也可能产生种种

次生灾害，危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

产安全。一想到有的群众生活还比较困

难，一些道路会因结冰造成交通事故，部

分农作物在地里受冻，党员干部就要有

一种坐不住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从本地

实际出发把“四保”工作做细做实，并合

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仔细

排查风险隐患和薄弱环节。

实际上，我省一些地方“只见飘雪、

未见积雪”，除了近地面温度略低于室外

温度的自然原因外，更重要的是武警、环

卫、路政、交警、居委会等城市管理者、服

务者，一直在一线昼夜奋战、应对防范。

如此反应速度、应急能力值得点赞，如此

“雪过无痕”也在启示我们：以人民为中

心，串起社会治理“创新”“精细化”“共建

共享”等关键词，就能不避繁难、不惧雨

雪，让回家路更顺，让百姓心更暖。带着

这 样 的 理 念 拥 抱 2020，便 能 真 正 实 现

“瑞雪兆丰年”！1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1月 7日，记
者从省气象台获悉，今年河南首场大范
围雨雪过程已结束，降雪量最大出现在
鄢陵，为 14.7mm。受低槽和低层切变
线共同影响，10日我省大部将再度出现
雨雪过程。

省气象台统计显示，6 日 19 时前
后，我省沿淮以北大部地区陆续转为降
雪或雨夹雪。6日 19时至 7日 5时，淮
河以北大部地区普降中到大雪、部分地
区暴雪；淮河以南出现中到大雨和雨夹
雪 。 全 省 降 水 量 最 大 出 现 在 淮 滨
30.5mm（雨或雨夹雪），淮河以北降雪
量为 3mm～15mm，降雪量最大出现在
鄢陵，为 14.7mm。郑州市为雪转雨夹
雪，降水量 9mm。截至 7 日 5 时，我省
北中部大部地区积雪深度为 1cm～
11cm，其中栾川 11cm、渑池 10cm、林
州 8cm，郑州地区积雪深度为 1cm～
3cm（新郑3cm）。

省气象台预测，7日夜里到 8日，全
省多云转晴天。8日凌晨到上午，全省
大部分地区有雾。最低气温较前期下降
6℃～8℃。9日，全省阴天，黄河以南部
分地区有小雪或雨夹雪。10日，全省阴
天，淮河以南有小到中雨，中西部有中
雪，其他地区有小雪或雨夹雪。③5

本报讯（记者 王映）1月 6日晚，濮
阳市城区环卫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
应机制，从 7日凌晨 2时开始，在市城区
涵洞、高架桥等重点路段、重点部位撒融
雪剂；从凌晨 4时开始，出动雪滚、雪铲
等机械化设备，在市城区主干道清雪；从
6时 30分开始，全市组织环卫工人3000
余名，在人行道等区域进行人工清雪。
同时，动员社会力量开展清雪除冰工
作。③5

濮阳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姬姣姣 通讯员 张喆）1 月
7日，一场大雪笼罩了山阳大地。在焦
作市山阳路中段一处城市配电网环网柜
旁，国网焦作供电公司配电运维班班长
谢晋带着同事在风雪中开展“手拉手”供
电作业。

连日来，国网焦作供电公司克服雨
雪天气对施工带来的严峻考验，组织施
工人员科学施工，确保供电设备安全运
行。③6

焦作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1月 7日一大早，伴随着飘飞的雪花，
许昌市魏都区七一社区的党员志愿者，来
到社区4户困难群众家中走访慰问。

“大娘，我们又来看您啦！”在孤寡老
人张桂梅家，党员志愿者张欣握着老人的
手说。年近八旬的张桂梅笑着说：“下着
大雪，你们还跑来，我这心里可暖和！”党
员志愿者有的陪老人说话，有的打扫卫
生，很快把张桂梅的家收拾得干干净净。

“大爷，这是我们给您送来的青菜，这
是自制的糕点。外面地滑，这两天您就不
要出门了，注意安全。”在 82岁的困难老
党员赵铁建家中，七一社区居委会副主任
陈跃跟老人拉家常，还给他读报纸。赵铁
建老人说：“这群志愿者经常来看俺，真比
俺的亲孩子还亲。”

“每逢大雪等恶劣天气，由社区党员志
愿者登门看望困难群众，这是我们坚持11年
的‘规矩’。”七一社区党委书记马静说，他们
会进一步发挥社区服务职能，壮大志愿服务
队伍，做好对辖区困难群众的帮扶工作。③5

又讯（记者 宋敏）1月 6日至
7日，我省出现大范围雨雪天气，
为加强供电保障，供电部门采取
多项措施积极应对。截至目前，
全省电网运行安全平稳。

结合覆冰舞动预测预警，合
理安排线路巡视和特殊天气前后
的特巡，重点加强重要区间线路
的运行监控，及时排查并消除受
损缺陷；加强降雪天气前后变电
设备巡视，及时采取有效管控措
施，保障设备安全运行。

组织对“煤改电”设备进行特
巡特护，提前组织好相关区域内
的抢修力量，确保受灾用户快速
恢复供电。

做好应急抢修准备，对因雨
雪冰冻天气造成的设备受损及时组
织抢修，严格落实抢修现场安全措
施，保证人身、电网、设备安全。

做好电网潮流调控，督促各统调
电厂加强机组运行维护，确保高峰供

电能力，合理调整电网运行方式，确保
居民生活可靠供电。③6

电力

本报讯（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秦川）1月 7日凌晨，鹤壁市城管
局出动大型推雪车、多功能清雪车、洒水
车及 1000余名环卫工人清雪除冰。上
午 10时，淇滨区环卫处负责人表示，为
预防可能出现的道路结冰情况，该处准
备融雪剂 15吨，随时准备在路面铺撒。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淇滨区各主干道交
叉路口，有大量执勤民警在雪中指挥交
通，车辆行驶缓慢有序。③5

鹤壁

本报讯（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刘梦珂）1月 6日至7日，商丘市
各县区陆续迎来降雪。为确保群众安
全出行，商丘高速交警部门迅速启动一
级战备和恶劣天气应急预案，全员上
岗，全力做好站口执勤与路面巡逻工
作，及时采取限速降速、限行禁行等交
通管制措施，对积雪结冰路段及时撒盐
融雪除冰，确保了商丘境内未出现多车
追尾交通事故、未出现长距离交通拥
堵。③6

商丘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王烜）1月 6日 17时起，大雪
降许昌，给市民出行造成极大不便。当
地环卫等多部门以雪为令齐动员，切实
保障城市道路畅通。

截至7日12时，城管部门出动3000
多人、动用109台除雪机械，清扫积雪逾
百万平方米。交警部门全员上岗，坚守
在马路上指挥交通、处理事故。由于措
施得力，市区交通秩序井然有序。③6

许昌

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王雪红）1月 5日以来，三门峡
地区普降瑞雪，白雪覆盖了城市和田野，
积雪最深达 10厘米。三门峡各县（市、
区）以雪为令，迅速组织交警、党员干部、
志愿者、环卫工人清扫积雪，加强道路疏
导，确保群众出行及自身安全。风雪中，
默默坚守的“公安蓝”“环卫黄”“志愿红”
都成了最美的暖色。③6

三门峡

抓“四保”
要有紧迫感

本轮降雪鄢陵雪最大

下轮降雪已在路上

雨雪有利小麦生长

坚守11年的“规矩”

以雪为令迅速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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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杨之甜 张龙飞）从 1月 5日
18时开始，安阳市环卫部门启动冬季铲
冰除雪应急预案，实施 24小时值班制，
共出动车辆110余台、三轮车404辆、人
员 2400人次，采用车辆喷洒融雪剂、人
工撒盐、人工铲雪等多种方式，不间断对
市区各主次干道、十字路口、公交站台、
桥面进行清扫融雪，保障了群众平安出
行。③6

安阳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本报通讯员 张海军 高长军

1月 7日，秦巴山腹地的卢氏县狮子坪
乡大雪纷飞。虽然屋外天寒地冻，钱庄村村
委会会议室里却温暖如春，扶贫工作队员和
村组干部、党员、群众代表20多人围坐“大
火炉”旁，共商脱贫摘帽后的乡村振兴大计。

“大火炉”带来暖意融融。记者看到，
这种火炉直径约 1米、高 0.6米，像一张圆
桌，既可以取暖，又可以做饭、烧水，甚至还
可作为办公桌使用。香菇废袋和洁净煤、
干柴均可作为燃料，排烟管道通到室外，经
济、卫生、实用。村委会烧起了“大火炉”，
一天到晚，干部群众就聚了起来。

“这些天，白天集中开展文明诚信家
庭评选、产业技术培训，晚上集中排练戏
曲，村委会里可热闹了。”钱庄村党支部书
记冯占停说。狮子坪乡是全县海拔最高
的乡镇，冬季气温低且漫长。乡党委书记
阿录生说：“全乡9个村的村委会都燃起了

‘大火炉’，村组干部都来到村委会，群众
也来了，技术培训、文娱活动都开展了起
来。群众心里暖了，干群关系近了。”

“狮子坪乡村村燃起‘大火炉’的做
法，在日前召开的中共卢氏县委常委（扩
大）会议上受到好评。”三门峡市政协副主
席、卢氏县委书记王清华说，村室“大火
炉”，聚了人气，暖了民心，这是密切党群、
干群关系的好做法。③6

□本报记者 王映 本报通讯员 王为峰

1月7日，台前县马楼镇后李楼村格外
安静。从黄河上吹来的寒风夹杂着大片雪
花，逼得人直往屋里钻。驻村第一书记姜
平军却在雪正大时出了门，他的第一站，是
该村兜底户吴高山的家。

姜平军推开门，瞧见吴高山老两口围
着“电饭桌”拉家常，立马定下心。这种“电
饭桌”是“双替代”的供暖设备，桌上做饭、
桌下取暖，能让室温上升不少。“滩区地薄，
连带着地基也不好。这屋顶虽然换了新，
还是容易变形。”姜平军说，吴高山家的房
子是去年改造的，这是第一次经受大雪“考
验”，“墙壁干巴巴的，没事儿！”

姜平军的走访，是台前县开展的“帮贫
济困”大走访中的一例。1月 6日至 7日，
该县普降中到大雪，由县级领导干部带头，
全县驻村工作队、各职能部门立刻展开针
对困难群众的走访活动，主动上门解决他
们的生活难题。

作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台前
县的脱贫攻坚战已到了决战决胜的关键
阶段。线路是否老化、棉衣是否备齐、吃
的是否充足……风雪中，台前县的贫困群
众有人管、有人问。与此同时，该县扶贫
产业基地、扶贫车间、带贫企业也没被“落
下”，走访排查使恶劣天气带来的问题得
以及时解决，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稳
定正常。③6

扶贫走访人心暖

雪村火炉聚民心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闻雪而动
各地积极应对

本报讯（记者 宋敏）近期，受冷空
气影响，我省迎来一次大范围持续低温
和雨雪天气，部分地区还出现暴雪天
气。我省公路、铁路、民航等单位积极
应对，采取一系列举措保障交通畅通。

1月6日晚，受入冬以来最大强度降
雪（雨）天气影响，全省35条高速公路均
实施封闭交通的管制措施。

省交通运输厅迅速组织各高速公路
运营管理单位启动除雪融冰应急预案，
连夜开展除雪融冰作业，针对大中桥桥
面、匝道、上下坡路段加大巡查频次，提
前撒布融雪剂，防止桥面和路面结冰；各
路产大队配合高速交警部门采取远端控
制、近端分流、限制车型、间断放行，警
车、路政巡逻车带道通行等措施保障主
线车辆通行有序。

截至1月7日7时，全省交通运输系
统共出动除雪设备 576台次、保通车辆
523台次，出动人员 2135人次，撒布融
雪剂3925.4吨，实施救援帮助140人次。

公路

1月 6日至7日，中国铁路郑州局集
团有限公司及时启动应急预案，24小时
严密监控天气情况，并对大小车站的道
岔、关键设备实行干部到岗包保。郑州、
郑州东、新乡、洛阳、开封、许昌等车站积
极做好应对措施，组织人员及时清扫站
台、站前广场、上下台阶等关键处所的积
雪，安排专人引导旅客有序进站乘车；并
在进站口、楼梯踏步台、站台上清扫积
雪，铺上防滑草垫，防止旅客滑倒摔伤。

铁路

自 5日开始，郑州机场启动除冰雪
预案，各保障部门根据预案通力合作，
密切配合，累计为 280架次飞机进行了
及时除冰，确保其在持续雨雪天气下的
安全平稳运行。根据初步统计，3天雨
雪天气中，郑州机场日均航班量超过
580班。

降雪期间，部分航空公司调减了部
分航班。1月 5日至7日中午，有100多

个航班因为天气原因受到不同程度
的影响。郑州机场对因天气延误的
航班进行有效安排，对延误的旅客，
与航空公司一道进行妥善安排。在
3 天的雨雪天气中，郑州机场持续
安全平稳运行，T2航站楼内井然有
序，餐饮和热水供应充足。③6

机场

图① 1月 7日，郑州环卫使用融雪剂撒布
机清理积雪。⑨3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图② 1月7日，中铁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
段职工对列车进行检修。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图③ 1月6日晚，国网汝阳县供电公司组织
人员对变电站进行特巡。⑨3 康红军 窦亚珂 摄

图④ 1月 7日，濮阳中原油田环卫工人迎
风冒雪清扫街道。⑨3 马洪山 摄

1 月 7 日，郑
州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直属六大队
民 警 在 雪 中 执
勤。⑨3 本报记
者 聂冬晗 摄

1月7日7：00，河南省公安厅高速总队一支队提前部署，采取多项举措确保郑州机场
高速在第一时间内开通，确保群众雨雪天出行平安。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④④

①①

②②

③③

1月7日，杞县五里河镇曹岗村扶贫
队工作人员在小麦田间查看墒情。近两
日，该县普降中雪，当地政府组织群众做
好小麦的管理工作。⑨3 刘银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