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蔬菜盖着三床棉被卖

昨日凌晨，市区飘起雪花。 市救助站救助
车辆连夜驶上街头，到新世纪广场、红星东街，
开元寺公园、中兴大街等地，寻找露宿街头的
流浪人，提供救助。

针对这次降温天气，市救助站已加大救助
车的巡逻次数，购买了棉衣棉被及袜子等御寒
物品，可随时供应给露宿街头的人。 如果市民
遇到流浪或露宿街头人员， 可拨打市救助站
24 小时救助热线 2616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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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市动物园里，金钱豹正在开着电暖气
的洞舍内来回走动，舒活筋骨。 活动累了，就在草垫
上趴着休息，悠然自得。

市城管局动物园相关人员介绍， 对一些怕冷的
候鸟和南方来的动物，像黑虎、鹦鹉和黑天鹅等，都
在洞舍内安装了取暖的电暖气。 对于一些年老体弱
的动物，还增加了木质的防寒板，不让它们睡在冰冷
的地面上；对食草动物，像梅花鹿、大耳羊、野驴等，
增加了更多的干木草垫保暖。

同时，他们还加大了电暖气的档位，以保证洞舍
温度，并尽量减少动物室外活动的时间。 对于鹦鹉等
御寒能力较弱的动物， 他们还增加了维生素和高蛋
白饲料，以补充能量，提高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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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昨日凌晨，雪花飘落。多日的低温又撞上雪天，早餐
点少了，叫外卖的多了 ，动物用上暖气，水管穿上“棉
衣”……有人不禁要问，还能再冷些吗？ 气象专家说：明
天最低温或降至-14℃，没有最冷，只有更冷！

食
� � 昨日 8时许，正是往常买菜市民较多时，但整个太行路菜市场很是冷清，
仅三五家摊位出摊。前来买菜的顾客也寥寥无几。记者注意到，摊位上的蔬菜
均被厚厚的棉被捂着。“蔬菜可比人娇嫩，天太冷，这不，捂了三四层被子。 ”
一位摊主介绍。

降雪天冷，推动菜价上涨。 在达活泉斜街市场，菠菜 3.5 元，油麦 2.8
元，白菜 0.8元。“菠菜、油麦每斤比前两天贵了五六毛，就连白菜都涨了两
三毛。 ”正在买菜的李先生说，他经营着一家餐馆，每天来买菜，低温遭遇
降雪，菜价高出不少。

记者走访胜利路蔬菜市场、冶金路小黄河菜市场等地发现，雪后，多
数蔬菜价格上涨 0.1至 1元。

大棚菜生长期延长
记者联系上桥东区豫让桥办事处，其辖区的吕家屯村、张家屯村

有 35个蔬菜大棚，种植面积有 20余亩。面对低温及降雪，村民表示，
早已关注天气变化，给大棚加了防冻措施。 不过，由于气温节节降
低，蔬菜的生长周期会被延长，上市时间会后延。

早餐出摊摊位减少
在太行路与中兴大街交叉口南侧，平时有六七家早餐点。 昨

日到 7时时，才三四家出摊。“我常去的那家卖豆腐脑的摊儿没
来，我只好改吃肉夹馍了。 ”正在摊位前等候的贾女士说。

记者注意到，胜利北路路边的早餐摊点也明显减少。“气温
低，又下了雪，不少摊位就不出来了。 ”一位卖烧饼的摊主带着
帽子和口罩，捂得只剩下两只眼睛，擀面饼的双手冻得又红又
肿。

饭店外卖量暴增 3成
“今天截至 11点，我们的订单量暴增 30%。”某速购私

厨一负责人介绍， 当天， 他们共接到了 300 多个外卖订
单，为了保证及时送达，还临时增派了送餐员。

该负责人表示， 天气变化确实能影响外卖的生意，
气温骤降、雨雪天气、严重雾霾等天气时，外卖订单量都
会增加，他们每天备货也会时刻关注天气变化。

另外，一些全国性质的外卖团购也接到不少订单。
“这段时间实在是太冷了， 不少写字楼的员工会选择
外卖，他们成了我们客户群的主流。 预计周末的大降
温，会让家庭订餐的比例增多。 ”一外卖企业员工介
绍。

� � �“据说还得降温，平房里的水管容易被冻。 ”昨天一早，家住桥东红星东社区的平房居民陈大妈，已赶紧给厨房里的自来
水管穿上了“棉衣”。

市政务中心供水窗口工作人员表示，供水主管网的设计施工充分考虑了北方冬季的严寒，一般情况不会出现因天气
影响造成的供水主管网坏损。对于用户所属的立户水表和表后管线，他们建议要提前做好防冻措施，以免影响到正常用
水。

水表井内要保持干燥，避免积水浸泡供水设施；下雪后及时将水表井盖上的积雪清除；裸露的室外水管、水表、
水龙头等供水设施，可用棉、麻丝物或稻草、绳子等保暖材料包裹，进行防冻处理；楼梯间有供水管线通过的，夜
晚应关闭楼宇门、窗户等。

对已冻住的水管，可用毛巾包裹后，用温水沿水龙头向管子慢慢浇洒，直到水管解冻。 切不可用火直接
烘烤或用开水急烫，以免造成管道或水表的爆裂。如水表已经冻裂，用户可拨打 2136116供水服务 24小时
热线寻求帮助，供水部门已做好了充足的人员物资准备，随时出动抢修。

供电：电网负荷增加
“自己烧着暖气，室内温度仍只有 10℃。 ”昨日，家住南长街的张大爷一咬牙，打开了空调，

当暖风源源不断送出时，室温回升到了 16℃，“今年冬天真是冷，这已不是第一次用空调取
暖了。 ”

昨日 11 时 30 分，电网网供负荷达到 272 万千瓦，与 21 日同时段相比增长 4 万千
瓦。针对突低温天气，供电公司针对近期天气情况，正在全面加强天气监测，及时启动
防雨雪冰冻应急预案，认真做好各项应急抢修准备工作。 加强输变电设备巡视、监
测，做好变电站的防寒、防冻工作，加强配网和农网的防灾抗灾工作，做好次生灾
害的防范应对工作，确保用户供电。

供暖：家里还是挺暖和
“下雪后，天儿得更冷了。”东大街社区的丽华穿着薄毛衫在屋里

干着家务，很暖和，暖气摸着也很热。 记者了解到，市热力公司、邢
东热电厂、邢台旭阳安能热力，都提前制定了《极寒天的御寒措
施》。 他们将关注天气变化，根据气温随时变更供热参数，保证
供热质量。

应急抢险小组维修人员随时待命。 市民如果出现供
暖问题，可随时拨打 24小时开通供暖热线。市热力公司
热线：5995119；邢东热电厂热线：8778111；邢台旭阳
安能热力：3217111

供气：气源充足
可满足居民使用

今年， 本市壁挂炉用户增多，随
着气温直线下降， 燃气的用量也大
增。市燃气公司一负责人介绍，面
对用气量的增加， 他们会对天
然气采取“先保障民用，特别
是取暖用”的原则，确保居
民取暖。 他同时还表示，
目前本市气源充足，
可以满足居民使用。特别关注二：

加大电暖档位
动物暖气房内避寒

住

特别关注一：
救助站备好棉衣棉被
提供避寒服务

声明
郝叶卫不慎将道路运

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丢
失 ， 资 格 证 号 ：
1305210020108009905， 声
明作废。

声明
本人郭文中，身份证

号 13050319590612093X
于 2014 年 9 月 15 日购买
玉泉华庭住宅小区 1 号楼
3 单元 1503 室，现因个人
原因要求退房， 原始购房
收据 1份， 编号 2580021；
商品房预售合同 1 份，合
同编号 YS2014009655，因
个人原因丢失， 在此声明
相关手续全部作废， 本人
收到该公司退房款后对该
房产归属不再有任何异议。

特此声明
声明人：郭文中

2016年 1月 20日

供水：主管网不会受天气影响

寒潮蓝色预警
24日最低温或降至-14℃
� � 昨日 15时 50分，市气象台继续发布寒
潮蓝色预警信号：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
到明天， 本市最低气温持续下降， 降幅达
8—10℃， 并伴有偏北风 4～6 级， 局地阵风
7-8级。 预报显示，1月 24日市区最低气温
或达-14℃。

一场降雪后，昨日 9时 20分，市气象台
发布道路结冰黄色预警信号。

气象专家建议，各地要注意防范道路结
冰对交通运输的不利影响，加强道路交通安
全管理，确保春运安全；今天白天到 24 日，
本市有大风降温天气过程， 大家
要做好防风防寒
准

备工作。
具体预报为：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

风 5—6 级，最高气温-5℃。
今天夜间到 1 月 24 日，晴间多云，偏北

风 5—6 级转 3—4 级，最低气温-14℃，最高
气温-1℃。

1 月 25 日，晴间多云，偏北风转偏南风
3—4 级，最低气温-9℃，最高气温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