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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9日，江苏多地教育局发
出“弹性上下学”及“停课”的紧急通
知，要求学校做好低温雨雪冰冻天
气的校园安全工作。

当天午后，南京的大雪如期而
至。南京市教育局发布《关于做好近
两日学生弹性上下学安排的紧急通
知》：12月30日-31日学生实行弹性
上下学，对不具备上学条件的学生可
以不到校，其他学生也可以迟到校、
早离校，家长上下学接送注意交通安
全，学校教职工仍需按时到校到岗。

当天，南京瑞金北村小学发出
12月30日-31日“弹性上下学”通
知。学生早晨到校时间推迟至8:30，
不具备上学条件的学生向班主任报备
后可不到校，确有困难的学生向班主
任申请后可进一步延迟到校时间。下
午放学实行弹性离校，向班主任申请
后可提前或推迟离校。

当天中午，记者在南京市游府西
街小学看到，工作人员已在楼道主要
出入口铺设了防滑垫。学校采购的各
类防寒物资已发放到位，扫雪小组也
已经过预演，次日一早就会清扫各自
包干区域；在学校食堂门口，两桶姜茶
已摆放到位。次日学校将在每层楼道

口都摆上姜茶，学生可按需取用。
在南京市中华中学，学校采购的

防滑草包、雪铲、扫帚、融雪剂等物资
已在食堂外堆得满满当当。早在两
天前，学校总务处已开始为应对雨雪
天气囤积物资，并做好各类隐患排查
工作。中华中学有近千名学生走读，
占学生总数一半左右。“希望走读的
学生这几天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如果
家长能够接送更好。”中华中学总务
处主任张业宏建议。

为应对极端天气，连云港、宿迁、
淮安、徐州、南通等地教育部门也紧
急发布中小学、幼儿园停课通知。连
云港义务教育学校、幼儿园12月29
日下午至30日全天放假。宿迁小学
及幼儿园12月30日停课1天。徐州
12月29日中午不供餐的中小学幼儿
园，从中午开始陆续放学；中午供餐
的学校，确保下午5点前放学完毕；
12月30日停课一天。淮安全市各小
学和幼儿园12月 30日至31日停
课。南通小学、幼儿园12月30日先
行停课1天，31日是否停课，由各地
教育行政部门视情况决定；中学12
月30日走读生晚自习暂停。

本报记者 葛灵丹

多地发布“弹性上下学”“停课”通知

关爱孩子 守护平安校园

29日，寒潮侵袭南京，大风雨
雪天气使全市用电量不断攀升。为
满足居民小区用电需求，当日上午，
在南京胜利村小区，南京供电公司
利用不停电作业机器人新上了一台
400千伏安配电变压器，成功将胜
利村小区部分居民的用电负荷转移
到这台新上配电变压器上，有效缓
解了原有燕子矶农具厂配电变压器
的重载情况。

国网南京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为确保电力安全可靠供应，国

网南京供电公司前期实施了多项举
措，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用电负荷
增长趋势，科学制定供电方案，及时
消除设备隐患。

随着雨雪来袭，南京供电公司
密切关注电网运行状况。截至目
前，南京供电公司已出动抢修人员
546人次、车辆217车次，开展主网
抢修 3 起，完成 10 项主网检修工
作，巡视78条次输电线路、148条
次配电线路以及63座变电站。

本报记者 付 奇

出动抢修人员546人次、车辆217车次

寒潮来袭 力保用电无忧

记者29日获悉，为切实做好低
温雨雪冰冻天气应对工作，保证交通
畅通无阻，维护城市正常的生产生活
秩序，省住建厅向各设区市城管部门
下发紧急通知，要求以雪为令，做好
除冰扫雪工作，力争“一夜雪无”。

我省要求各地及时启动雨雪冰
冻等恶劣天气应急预案，要求各地
发扬“以雪为令、一夜雪无”精神，做
好重点路段除冰扫雪工作，保障居
民出行和交通畅通。

“哪些路段由哪些管养单位除
雪，我们前期已做好部署，优先保障
快速路、主次干道的畅通，大型机械
车辆上路除雪。”南京市扫雪防冻指
挥部主任张友平说，目前已对南京
各类高架桥梁、隧道、坡道、匝道进
行了重点布置，实时监测桥面温度，
提前做好防冻处理。对长江五桥、
油坊桥立交、浦仪公路八卦洲夹江
大桥等明确了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29日午后，南京飘起大雪，城管
队员冒雪上街排查隐患、播撒融雪
剂、铺设防滑草垫、扫雪。下午4点
左右，溧水城管永阳中队接到群众反
映，路边一处斜坡湿滑，已有多名路

人摔倒，城管队员立即对此处进行处
理。浦口大队星甸中队闻雪而动，加
强辖区隐患排查，清理折断树枝，固
定倒伏围挡，保障行人安全出行。

为预防非机动车道、人行道结
冰，影响市民出行，非机动车道和人
行道也是夜间除雪重点。“非机动车
道、人行道等不便于用大型机械车辆
作业，我们主要采取‘人机结合’方
式，由环卫人员和小型除雪设备进行
扫雪。”张友平说，南京将继续擦亮

“一夜雪无”的城市名片，启动24小
时值班扫雪指挥系统。南京扫雪突
击队员3万余人已做好除雪准备，综
合性除雪车、滚雪车、小型除雪车、撒
布机等装备器械，共有15种类型、近
5000辆（台），此外还备有为数不少的
可动员加入的社会机械。

我省要求各地组织人员对城市
道路环卫设施、设备和户外广告、店
招标牌等设施进行全面检查，发现
隐患立即采取措施消除。此外，要
及时向环卫工人配发保暖御寒用
品，适时调整环卫清洗和洒水作业
时间，2℃以下停止上述作业。

本报记者 白 雪

全省城管队员靠前部署除冰扫雪

以雪为令 力争“一夜雪无”

及时除雪除冰，全力保通保畅。“为
做好公路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应对工作，
全省交通系统积极谋划，迅速出击，一
直在全力除冰雪保畅通。”省交通运输
厅相关负责人说。

围绕“保安全、保畅通、强服务”，各
市交通执法部门严格落实除雪防滑保
障工作。记者了解到，常州市交通综合
执法支队针对辖区内“两客一危”重点
企业进行安全大检查，淮安市交通综合
执法支队开展恶劣天气专项检查，为渡
口赠送防滑布垫并帮助铺设，要求渡工
做好冬季渡船防滑、防冻措施。同时，
各市交通执法部门联合公安、交通控股
等相关单位，认真落实“闻雪守岗、见雪
上路、浴雪奋战、积雪立除”和“冰雪天
气原则不封路”的处置方针，做好重要
节点的除雪防滑工作。

省交通综合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低温冰雪天气期间，全省交通执法部门坚
持“你在路上行，我在路上守”，全方位为
在严寒冰雪天气下的驾驶员提供帮助。
29日，徐州等地迎来今冬首场降雪。日
均办客动车组列车达290趟左右的徐州
东站紧急启动应急预案，组织8支除雪打
冰小分队按照分工奔赴道岔区、站台、进

出站口等关键部位值守扫雪。
地处京沪、宁杭、宁启等多条高铁

线交汇点的南京南站，把保证车站安全
畅通作为防寒工作的重中之重，成立集
车站、工务、电务、供电等多系统组成的
应急处置小组，组建由56名党团员组
成的6支扫雪突击队，准备了500张防
滑草垫、近1万斤工业盐、400余升防
冻液等扫雪物资，将根据未来降雪情况
及时开展扫雪除冰工作。

面对机坪的冰雪和候机楼延误的旅
客，东部机场集团各机场公司纷纷成立党
员突击队，第一时间奔赴除冰雪第一线。
南京机场已启动会商机制，疏散积压航
班，随时关注航空器除冰雪进程，协调因
除冰雪造成延误的航班快速放行。连云
港机场、盐城机场运行指挥中心时刻关注
天气变化，及时做好航班放行。

本报记者 吴 琼 田墨池 梅剑飞
题图：29日，连云港市赣榆区交警

疏导交通。 司 伟摄
右图：镇江市西津渡景区，游人冒

雪游玩。 陈 岗摄
下图：淮安市淮阴区刘老庄镇农民

为草莓大棚保温、除雪。
刘须连 李春峰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稳出行 公铁航力保风雪不封路

受强冷空气影响，12月28日-29日江苏自北向南出现较强雨雪天气，其中沿淮和

淮北地区、淮河以南西部地区中到大雪、局部暴雪，其他地区小到中雪。29日-30日全

省气温将明显下降，24小时最大降温幅度可达13℃~15℃。12月30日-1月2日全

省大部分地区有严重冰冻。面对大雪降温天气，我省农业、交通等部门做好应急措施，

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道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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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此次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可能
带来的不利影响，省农业农村厅27日
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立足保障粮食
安全和重要农副产品保供，加强组织领
导和责任落实，迅速部署落实防灾减灾
工作，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通知》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切
实加强与气象等部门沟通会商，密切关
注天气变化，强化灾害预警，根据地方
灾害性天气发生程度，加强分类指导，
迅速组织落实好在田作物防冻保温、农
业生产设施加固整修、畜禽饲养管理和

疫情防控、海洋渔船监控管理和信息预
警等各项科学防范措施。

《通知》还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
切实加强应急值守，及时调度灾害发生
情况和救灾进展情况，组织制定农业生
产应对对策和技术方案，通过报纸、广
播、电视、农信通、农技耘等媒体及时传
递到基层和千家万户。同时，组织农业
系统干部和技术人员，深入一线开展指
导服务，指导种养大户、设施农业规模
基地等落实好各项防寒抗冻和减灾措
施，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的实际困难。

稳生产 紧盯“米袋子”“菜篮子”

得知要下雪的消息，南京很多市民
提前开始采购农副产品，尤其是蔬菜
类。28日下午3点，在建邺区南湖农
贸市场，记者看到，不少人正围在蔬菜
摊前抢购大白菜。“一般情况下，蔬菜保
供不会出现问题，但是菜价会普遍上
涨。”老板徐秀英告诉记者，“白菜现在
价格是3块5一斤，一下雪估计马上就
会涨到4块5甚至5块。”当天，市民阮
箐买的菜量是平时的3倍。“每次下雪
前我都会多买点蔬菜备着，家里三口人
吃饭，得一次性买够。”绕着菜场走了一
圈，阮箐告诉记者，“四季豆昨天还是8
块，今天就9块了。”

此前，为确保元旦、春节期间市场
供应和农副产品供应价格双稳定，南京
农副产品物流中心（众彩市场）强化货
源组织，全面落实保供要求，做好价格
监控、保障市场供给。

南京市商务局得知下雪预警，提前
做好市场分析和预警预测。目前，蔬菜

市场日均到货量超3100吨，市场日均
蔬菜销售量约2800吨。“根据需求有序
到货和投向市场，确保节日市场供应不
脱销、不断档。”南京市商务局菜篮子工
程办公室主任沈岩告诉记者，他们充分
发挥大型菜篮子流通企业“蓄水池”作
用，指导南京农副产品物流中心等批发
企业以及苏果超市、永辉超市等生鲜连
锁企业开展产销对接。

南京农副产品物流中心工作人员
王舒怡介绍，目前市场内存量蔬菜保持
超1400吨，而且还在加大实物（冷库）
储备物资。此外，他们联合南京市商务
局、财政局等相关部门，对预选的南京
市250公里范围内保供基地进行实地
调研，查验在田储备情况、确定储备指
标数量、务实储备物资，基本完成签约
工作。“目前，3200吨实物储备、1万吨
在田储备以及委托应急调运保供蔬菜
已全部准备就绪，确保我市冬储蔬菜

‘调得动、存得住、用得上’。”王舒怡说。

稳供应 菜还在地里就被签下了

关注交汇点
看雪情滚动播报

29日，鹅毛大雪如期而至。全省
公安交警部门以雪为令、坚守一线，加
强巡逻检查道路设施，在重要路口、重
点路段疏堵保畅。南京高速交警带
领除冰、扫雪作业车进行24小时不间
断滚动作业，全市各高速公路根据天
气变化情况实行相应交通管制。

雨雪天气轻微事故多发，各地
交警部门加强巡逻处置，强化轻微
交通事故快处快撤。29日上午，宿
迁交警接到驾驶员朱某的求救电
话，称自己的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出
现故障，停靠在新扬高速 66 公里
处。接警后，交警部门立即赶赴现
场，经询问了解到，朱某是从浙江省
出门旅游，途经新扬高速时，由于雨
雪较大，雨刮器出现故障，暴雪遮挡

了前方视线，朱某惊慌之下，停车报
警。随后，民警帮助朱某把车辆开
下高速收费站，嘱咐她确保车辆故
障排除后再上路。

风雪交加，执勤一线交警全力以
赴保障路畅人安。在盐城射阳，路面
梧桐叶被卷入下水道导致堵塞，射阳
交警大队民警徒手疏通路面下水道，
迅速恢复道路排水。在南京建邺区，
新城科技园一处潮汐车道隔离护栏
被大风挂倒，路段通行受阻，南京交警
四大队民警迅即与附近工地的30多
名工人合力将总重量高达数千公斤
的护栏整理好，排除路面险情。截至
29日17时，南京交警成功处置树枝
折断、护栏倒伏等路面险情103起。

本报记者 陈明慧

南京交警一天处置路面警情百余起

雪“警”出动 保障路畅人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