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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丽莉）2月10日凌
晨，西安迎来大范围降雪。共青团西安
市委10日凌晨组织全市各区（县）团组
织，迅速投入除雪工作中，做到以雪为
令，雪停路通。并发出“情暖冬阳共御
冰雪”倡议书，呼吁全市青少年主动加入
除冰雪保畅通队伍中去。

2月10日凌晨，迎来新春第一场雪，
共青团西安市委连夜部署，要求全市各
级团组织、协学会志愿者组织参与除雪
保畅通行动，为春运出行提供便利。

凌晨2时许，共青团碑林区委工作
人员带领碑林区青年志愿者在南二环开
展铲冰除雪活动。共青团新城区委组织
新城志愿者在西北商贸中心、永兴坊进
行除雪活动。

西安北站春运志愿者在服务旅客的
同时也投身到除雪行动中，为广大旅客
展现西安青年志愿服务之美。

灞桥区城管铁军昼夜坚守岗位组织
志愿者机械全力清雪，顺利保障了辖区
主要道路和公交场站干净整洁，为群众
平安出行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凌晨5点多钟，共青团高陵区委组
织人员前往路长负责路段鹿苑大道上
林二路至三路除雪，为保障道路畅通
贡献青春力量。蓝田县西商高速灞
源管理所以雪为令，成立暖冬行动除
雪保畅突击队，积极发挥西安市青年
文明号先进示范带动作用，为人民群
众创造安全便捷的来往通道，确保春
运返程安全！共青团未央区委积极

行动，组织志愿者在未央路两侧清
雪，配合城管、清雪车一起行动防止
结冰路滑。

为保道路畅通，共青团西安市委呼
吁全市各级团组织、青年社会组织、志愿
者组织随时关注天气情况，积极发动广
大青年、志愿者们积极参加除雪保畅通
工作，清扫交通主干道、广场、车站、公
园、人行道、校园门口等公共场所的积
雪；青年社会组织、志愿者组织要号召广
大青年志愿者行动起来，弘扬“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拿起工具，走
上街头、走进社区，积极帮助街坊邻里、
留守儿童、空巢老人、残障人士等困难群
体清扫积雪，展现西安青年志愿者的时
代风采。

本报讯（记者 张彦刚）2月10日凌
晨，一场降雪突袭古城西安，西安地铁立
即启动恶劣天气专项应急预案，地铁人
以雪为令，及时清扫地铁各车站出入口
及地铁工地周边路面积雪，减轻路面雨
雪结冰，为春节假期返程市民营造安全

顺畅的出行环境。
从10日凌晨1时起，各地铁车站的

工作人员便开始了除雪作业，用铁锨、扫
帚等工具清理车站周边积雪；设施设备
维修部门彻夜驻守，重点对道岔、轨道、
接触网进行巡视检查，确保低温天气下，

设施设备运行良好。此外，地铁工作人
员还在地铁出入口、台阶、站台等重点区
域铺设防滑垫、设置“小心滑倒”提示牌，
加强广播提醒、增设志愿者引导，及时有
效处理各种突发情况，保证地铁车站内、
出入口周边交通畅通。

地铁及时清雪保证乘客返程

雪中滑溜溜的天桥铺上了红地毯，
寒冷的街头设置了热水站，身着橘色工
作服的环卫工人卖力地清扫桥下的积
雪……昨天，一个个温暖的瞬间让雪后
的城市不再寒冷。

“过街天桥铺上了红地毯，雪天踩上
去不滑了，太贴心了。”昨天，有市民在朋
友圈里晒出城西客运站附近过街天桥铺
上红地毯，防止行人摔倒的图文，立即获
得众人的点赞。

昨天早上路面湿滑，行人走在天桥
坡道上战战兢兢，若不小心很容易滑
倒。但有市民发现冶金厂福利区过街天
桥和城西客运站过街天桥上铺了红地
毯，走在上面防滑安全，不用担心摔倒。
而天桥附近的公厕门口也铺上了红地
毯，脚下防滑出入公厕也干净。这一细
节，令附近的居民和行人心中倍感温暖。

“我们在为天桥铺地毯之前，已将天
桥上的积雪清扫干净，但因气温低湿漉
漉的地面容易结冰，就将准备好的地毯
铺上了。”枣园街办环卫公司的工作人员

说，辖区两座天桥和一些公厕门口都铺
了地毯，这些地毯是要反复使用的，路面
干了就会收起来。

文/图本报记者赵丽莉

过街天桥铺上了红地毯

雪天里天桥铺上红毯

2月10日凌晨，我省关中、陕南出现
大范围降雪天气后，省公安厅交警总队
第一时间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要求
将全省值班备勤警力全部投放到路面，
加强路面巡逻管控。10日凌晨2时许，
各地交警积极协调辖区路政和公路养护
部门进行铲冰除雪作业。

10时起，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指令连
霍、京昆、包茂、福银和西安绕城等高速
平原路段及时解除封闭，采取警车带道

压速、分车型放行、分段放行、间断放行
等措施，减少车辆积压，确保车辆尽快通
行。截至14时，全省高速公路除部分路
段禁止危险化学品车辆和7座以上客运
车辆通行外，全面恢复正常通行。

从2月10日凌晨6时至14时，全省交
警共出动警力9742人次，出动警车2300
余台次，发布各类提示信息1050余条，警
车带道压速放行310余批次，疏导滞留车
辆70余万辆。2月10日凌晨至10时，西

安交警共出动警力500余人次，警车160
余辆次。西安交警高速大队截至12时30
分许，共接到交通事故报警150余起。

受雨雪天气影响，西安市7家一级
客运站昨日共计停发433条班线，2415
个班次。所有客运站内均无滞留旅客现
象，车站通过广播、大屏、微信、官网、微
博等对停发线路进行发布，并对旅客做
好咨询、解释工作。
首席记者姬娜记者石喻涵李佳晁阳

我省公安交警全力应对冰雪

本报讯（首席记者 姬娜 实习生
强璐璐）正月初六，正值春运返程高峰
期，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迎来降雪天气。

面对春运期间的大雪，机场积极应
对，为确保起降航班符合适航标准，机场
召开除冰雪保障协调会应对此次低温降
雪天气，提早部署机场道面除冰雪保障
工作。协调空管、航空公司、各驻场单

位，一个航班一个航班地盯，一个环节一
个环节地抓，重点关注不正常航班动态，
协调优先放行；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积极
协调资源，出动吹雪车、多功能车、抛雪
机等除雪设备30余台次，对跑道、联络
道、机坪积雪进行不间断除雪保障作
业，对机坪道路撒盐清理融雪；持续组
织实施航班除冰雪作业，累计航班除冰

雪105架，保障航班安全正常。与此同
时，各单位 3000余名干部员工冲在一
线，除冰雪、保畅通。陕西机场公安局
第一时间启动了雨雪恶劣天气紧急预
案以及春运应急预案，调整勤务模式，
增大现场警力及巡逻密度，热心救助困
难旅客，及时清理路面积雪，全力保障
机场安全有序。

及时除冰雪航班未受影响
本报讯（记者赵丽莉）2月10日凌晨，西安市公交

总公司以雪为令，第一时间启动《冰雪天气线路运行应
急预案》《冰雪天气、大雾天气专项应急预案》，利用智
能调度和微信及QQ工作信息平台发布冰雪天气和线
路运营信息。为确保10日早班车准时发出，公交总公
司加强营运计划管理；为做好车辆安全运行，公交各单
位安全管理人员连夜加班，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各
营运公司要求驾驶员提前30分钟到岗，做好出车准
备，确保早出车正常有序。

公交人雪夜保畅

本报讯（首席记者姬娜实习生强璐璐）记者昨日
从西安市交通运输局获悉，2月10日凌晨，该局启动除
雪保畅工作预案，公路、运管、公交、出租、维修、驾培等
行业积极行动，紧急做好冰雪天气应对工作，确保全市
交通运输安全有序。

该局提前印发《关于切实做好降雪降温天气交通
运输安全生产工作预案》，要求各行业“以雪为令、边下
边清、边清边运、雪停路通”。

相关负责人表示，西安市春运办（市交通运输局）
启动应急预案，统筹协调，强化干线运输与短驳运输、
城市交通的衔接。在增加运力服务的同时，进一步提
升信息服务，提升地铁、公交车、出租车等运力保障能
力，实现运输方式间信息共享，做好出行引导服务，畅
通了旅客出行“最先和最后一公里”。

西安交通部门连夜清雪除冰

本报铜川讯（记者王锋袁靓）2月10日凌晨，铜
川多部门以雪为令，彻夜出动，确保城市道路畅通。

作为城市交通的“主力军”，铜川市公交公司启动
《恶劣天气专项应急预案》，道路安全、实施救援、宣传
报道、后勤保障四个小组立即行动，基层各运营单位工
作人员及时上线路查看路况，并在重点路段抛撒融雪
剂，清扫重要站点候车厅积雪，根据道路情况为运营车
辆安装防滑链。

铜川城市管理执法局连夜组织工作人员上路，在
城市主要路段抛撒融雪剂，并出动机械清雪设备。

铜川彻夜清雪保障市民出行

本报讯（记者赵丽莉）2月10日凌晨开始，西安出
现降雪积冰现象，为保障春运返程高峰期间道路出行
顺畅，西安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经开分局紧急安
排部暑，组织900余人全力开展扫雪除冰应急行动。

自2月10日凌晨1时起，西安市城市管理和综合
执法局经开分局辖区内的中心区、草滩园、高铁新城、
泾渭新城共计出动环卫保洁工900余人，除雪设备31
台、人行道除雪机50台，环卫工配备推雪铲、扫把，通
过“人工+机械”作业方式，连续奋战，优先保障各主干
道及出入囗及重点道路畅通。

经开区900余人凌晨扫雪除冰

本报讯（记者文晨）西安市鄠邑区委、区政府主要
领导从2月10日凌晨2点开始，投身一线指挥协调、督
导检查，带头动手扫雪除冰，各镇街、部门、各级路长、
环卫工人、志愿者、沿街商户也积极参与到扫雪除冰工
作中来，事不过夜，持续清扫，确保群众上午正常出行。

经过连夜奋战，全区共组织各镇街、各部门5800
余人次，出动撒布机、除雪车、装载机等除雪设备40余
台，城区62条一二三类城市道路已清扫通畅，城区七
大广场完成清雪，部分人行道、背街小巷清雪作业也在
紧张有序进行，保障了区域内广大市民的正常出行。

鄠邑区连夜扫雪确保群众出行

本报讯（记者文锦）2月10日凌晨，瑞雪普降三秦
大地。雪情就是命令！雁塔区委、区政府连夜安排部
署，按照雪停路净的标准，立即启动除雪保畅通保安全
应急预案，区街主要领导第一时间一线督战，带头扫雪
除冰，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
雁塔保洁、城管、交警、安监、应急等各类专业力量提前
收假，全部于10日凌晨到岗，开展清雪除冰作业。全
体区级领导带队，按照包抓区域，分赴辖区各主干道、
重点部位和重要节点带头组织开展清雪除冰，确保了
辖区主要道路雪停路通。

雁塔区全员除雪保畅通

共青团西安市委发出倡议书

全市青年以雪为令除雪保畅
除雪保畅在行动

责编：陶颖 组版：艾莉 校检：刘文冬 卢伟

官方微博：新浪/腾讯@三秦都市报

2019年2月11日 星期一特别关注Ａ3
www.sanqin.com

本报讯（记者赵丽莉）2月10日凌
晨，西安迎来大范围降雪。共青团西安
市委10日凌晨组织全市各区（县）团组
织，迅速投入除雪工作中，做到以雪为
令，雪停路通。并发出“情暖冬阳共御
冰雪”倡议书，呼吁全市青少年主动加入
除冰雪保畅通队伍中去。

2月10日凌晨，迎来新春第一场雪，
共青团西安市委连夜部署，要求全市各
级团组织、协学会志愿者组织参与除雪
保畅通行动，为春运出行提供便利。

凌晨2时许，共青团碑林区委工作
人员带领碑林区青年志愿者在南二环开
展铲冰除雪活动。共青团新城区委组织
新城志愿者在西北商贸中心、永兴坊进
行除雪活动。

西安北站春运志愿者在服务旅客的
同时也投身到除雪行动中，为广大旅客
展现西安青年志愿服务之美。

灞桥区城管铁军昼夜坚守岗位组织
志愿者机械全力清雪，顺利保障了辖区
主要道路和公交场站干净整洁，为群众
平安出行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凌晨5点多钟，共青团高陵区委组
织人员前往路长负责路段鹿苑大道上
林二路至三路除雪，为保障道路畅通
贡献青春力量。蓝田县西商高速灞
源管理所以雪为令，成立暖冬行动除
雪保畅突击队，积极发挥西安市青年
文明号先进示范带动作用，为人民群
众创造安全便捷的来往通道，确保春
运返程安全！共青团未央区委积极

行动，组织志愿者在未央路两侧清
雪，配合城管、清雪车一起行动防止
结冰路滑。

为保道路畅通，共青团西安市委呼
吁全市各级团组织、青年社会组织、志愿
者组织随时关注天气情况，积极发动广
大青年、志愿者们积极参加除雪保畅通
工作，清扫交通主干道、广场、车站、公
园、人行道、校园门口等公共场所的积
雪；青年社会组织、志愿者组织要号召广
大青年志愿者行动起来，弘扬“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拿起工具，走
上街头、走进社区，积极帮助街坊邻里、
留守儿童、空巢老人、残障人士等困难群
体清扫积雪，展现西安青年志愿者的时
代风采。

本报讯（记者 张彦刚）2月10日凌
晨，一场降雪突袭古城西安，西安地铁立
即启动恶劣天气专项应急预案，地铁人
以雪为令，及时清扫地铁各车站出入口
及地铁工地周边路面积雪，减轻路面雨
雪结冰，为春节假期返程市民营造安全

顺畅的出行环境。
从10日凌晨1时起，各地铁车站的

工作人员便开始了除雪作业，用铁锨、扫
帚等工具清理车站周边积雪；设施设备
维修部门彻夜驻守，重点对道岔、轨道、
接触网进行巡视检查，确保低温天气下，

设施设备运行良好。此外，地铁工作人
员还在地铁出入口、台阶、站台等重点区
域铺设防滑垫、设置“小心滑倒”提示牌，
加强广播提醒、增设志愿者引导，及时有
效处理各种突发情况，保证地铁车站内、
出入口周边交通畅通。

地铁及时清雪保证乘客返程

雪中滑溜溜的天桥铺上了红地毯，
寒冷的街头设置了热水站，身着橘色工
作服的环卫工人卖力地清扫桥下的积
雪……昨天，一个个温暖的瞬间让雪后
的城市不再寒冷。

“过街天桥铺上了红地毯，雪天踩上
去不滑了，太贴心了。”昨天，有市民在朋
友圈里晒出城西客运站附近过街天桥铺
上红地毯，防止行人摔倒的图文，立即获
得众人的点赞。

昨天早上路面湿滑，行人走在天桥
坡道上战战兢兢，若不小心很容易滑
倒。但有市民发现冶金厂福利区过街天
桥和城西客运站过街天桥上铺了红地
毯，走在上面防滑安全，不用担心摔倒。
而天桥附近的公厕门口也铺上了红地
毯，脚下防滑出入公厕也干净。这一细
节，令附近的居民和行人心中倍感温暖。

“我们在为天桥铺地毯之前，已将天
桥上的积雪清扫干净，但因气温低湿漉
漉的地面容易结冰，就将准备好的地毯
铺上了。”枣园街办环卫公司的工作人员

说，辖区两座天桥和一些公厕门口都铺
了地毯，这些地毯是要反复使用的，路面
干了就会收起来。

文/图本报记者赵丽莉

过街天桥铺上了红地毯

雪天里天桥铺上红毯

2月10日凌晨，我省关中、陕南出现
大范围降雪天气后，省公安厅交警总队
第一时间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要求
将全省值班备勤警力全部投放到路面，
加强路面巡逻管控。10日凌晨2时许，
各地交警积极协调辖区路政和公路养护
部门进行铲冰除雪作业。

10时起，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指令连
霍、京昆、包茂、福银和西安绕城等高速
平原路段及时解除封闭，采取警车带道

压速、分车型放行、分段放行、间断放行
等措施，减少车辆积压，确保车辆尽快通
行。截至14时，全省高速公路除部分路
段禁止危险化学品车辆和7座以上客运
车辆通行外，全面恢复正常通行。

从2月10日凌晨6时至14时，全省交
警共出动警力9742人次，出动警车2300
余台次，发布各类提示信息1050余条，警
车带道压速放行310余批次，疏导滞留车
辆70余万辆。2月10日凌晨至10时，西

安交警共出动警力500余人次，警车160
余辆次。西安交警高速大队截至12时30
分许，共接到交通事故报警150余起。

受雨雪天气影响，西安市7家一级
客运站昨日共计停发433条班线，2415
个班次。所有客运站内均无滞留旅客现
象，车站通过广播、大屏、微信、官网、微
博等对停发线路进行发布，并对旅客做
好咨询、解释工作。
首席记者姬娜记者石喻涵李佳晁阳

我省公安交警全力应对冰雪

本报讯（首席记者 姬娜 实习生
强璐璐）正月初六，正值春运返程高峰
期，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迎来降雪天气。

面对春运期间的大雪，机场积极应
对，为确保起降航班符合适航标准，机场
召开除冰雪保障协调会应对此次低温降
雪天气，提早部署机场道面除冰雪保障
工作。协调空管、航空公司、各驻场单

位，一个航班一个航班地盯，一个环节一
个环节地抓，重点关注不正常航班动态，
协调优先放行；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积极
协调资源，出动吹雪车、多功能车、抛雪
机等除雪设备30余台次，对跑道、联络
道、机坪积雪进行不间断除雪保障作
业，对机坪道路撒盐清理融雪；持续组
织实施航班除冰雪作业，累计航班除冰

雪105架，保障航班安全正常。与此同
时，各单位 3000余名干部员工冲在一
线，除冰雪、保畅通。陕西机场公安局
第一时间启动了雨雪恶劣天气紧急预
案以及春运应急预案，调整勤务模式，
增大现场警力及巡逻密度，热心救助困
难旅客，及时清理路面积雪，全力保障
机场安全有序。

及时除冰雪航班未受影响
本报讯（记者赵丽莉）2月10日凌晨，西安市公交

总公司以雪为令，第一时间启动《冰雪天气线路运行应
急预案》《冰雪天气、大雾天气专项应急预案》，利用智
能调度和微信及QQ工作信息平台发布冰雪天气和线
路运营信息。为确保10日早班车准时发出，公交总公
司加强营运计划管理；为做好车辆安全运行，公交各单
位安全管理人员连夜加班，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各
营运公司要求驾驶员提前30分钟到岗，做好出车准
备，确保早出车正常有序。

公交人雪夜保畅

本报讯（首席记者姬娜实习生强璐璐）记者昨日
从西安市交通运输局获悉，2月10日凌晨，该局启动除
雪保畅工作预案，公路、运管、公交、出租、维修、驾培等
行业积极行动，紧急做好冰雪天气应对工作，确保全市
交通运输安全有序。

该局提前印发《关于切实做好降雪降温天气交通
运输安全生产工作预案》，要求各行业“以雪为令、边下
边清、边清边运、雪停路通”。

相关负责人表示，西安市春运办（市交通运输局）
启动应急预案，统筹协调，强化干线运输与短驳运输、
城市交通的衔接。在增加运力服务的同时，进一步提
升信息服务，提升地铁、公交车、出租车等运力保障能
力，实现运输方式间信息共享，做好出行引导服务，畅
通了旅客出行“最先和最后一公里”。

西安交通部门连夜清雪除冰

本报铜川讯（记者王锋袁靓）2月10日凌晨，铜
川多部门以雪为令，彻夜出动，确保城市道路畅通。

作为城市交通的“主力军”，铜川市公交公司启动
《恶劣天气专项应急预案》，道路安全、实施救援、宣传
报道、后勤保障四个小组立即行动，基层各运营单位工
作人员及时上线路查看路况，并在重点路段抛撒融雪
剂，清扫重要站点候车厅积雪，根据道路情况为运营车
辆安装防滑链。

铜川城市管理执法局连夜组织工作人员上路，在
城市主要路段抛撒融雪剂，并出动机械清雪设备。

铜川彻夜清雪保障市民出行

本报讯（记者赵丽莉）2月10日凌晨开始，西安出
现降雪积冰现象，为保障春运返程高峰期间道路出行
顺畅，西安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经开分局紧急安
排部暑，组织900余人全力开展扫雪除冰应急行动。

自2月10日凌晨1时起，西安市城市管理和综合
执法局经开分局辖区内的中心区、草滩园、高铁新城、
泾渭新城共计出动环卫保洁工900余人，除雪设备31
台、人行道除雪机50台，环卫工配备推雪铲、扫把，通
过“人工+机械”作业方式，连续奋战，优先保障各主干
道及出入囗及重点道路畅通。

经开区900余人凌晨扫雪除冰

本报讯（记者文晨）西安市鄠邑区委、区政府主要
领导从2月10日凌晨2点开始，投身一线指挥协调、督
导检查，带头动手扫雪除冰，各镇街、部门、各级路长、
环卫工人、志愿者、沿街商户也积极参与到扫雪除冰工
作中来，事不过夜，持续清扫，确保群众上午正常出行。

经过连夜奋战，全区共组织各镇街、各部门5800
余人次，出动撒布机、除雪车、装载机等除雪设备40余
台，城区62条一二三类城市道路已清扫通畅，城区七
大广场完成清雪，部分人行道、背街小巷清雪作业也在
紧张有序进行，保障了区域内广大市民的正常出行。

鄠邑区连夜扫雪确保群众出行

本报讯（记者文锦）2月10日凌晨，瑞雪普降三秦
大地。雪情就是命令！雁塔区委、区政府连夜安排部
署，按照雪停路净的标准，立即启动除雪保畅通保安全
应急预案，区街主要领导第一时间一线督战，带头扫雪
除冰，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
雁塔保洁、城管、交警、安监、应急等各类专业力量提前
收假，全部于10日凌晨到岗，开展清雪除冰作业。全
体区级领导带队，按照包抓区域，分赴辖区各主干道、
重点部位和重要节点带头组织开展清雪除冰，确保了
辖区主要道路雪停路通。

雁塔区全员除雪保畅通

共青团西安市委发出倡议书

全市青年以雪为令除雪保畅
除雪保畅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