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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 日，长春市公布市政府第
76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的《长春市人
工影响天气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该《办法》自2021年12月1日起
施行。

该《办法》是根据《人工影响天气
管理条例（修订）》、“放管服”改革政
策、《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人工影
响天气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
办发[2020]47号）、气象行业标准、城
市发展和实际管理需求进行修订
的。在实施人工影响天气的目的中，
增加了“支持生态保护与修复”；为增
强作业单位的经济赔偿能力和责任，

增加了“鼓励从事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的单位办理公众责任险”；增加了作
业单位之间转让作业设备、弹药和适
时组织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情
形条款；高射炮、火箭作业点距离居
民区的距离及临时弹药库存储的炮
弹、火箭弹数量与相关气象行业标准
保持了一致。按照“放管服”改革政
策取消了“作业人员资格”，修改为

“按照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制定的人
工影响天气作业人员培训标准参加
岗前培训，掌握相关作业规范和操作
规程”。

修订后的《办法》共五章四十条，

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责任义务更清
晰、可操作性更强。

长春市是农业大市,干旱和冰雹
等气象灾害频繁,对农业生产及生态
环境危害非常大。12月1日《办法》
实施后，将对进一步开发利用气候资
源，依法管理长春市人工影响天气活
动，提高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法治
化、科学化、规范化水平，防御和减轻
气象灾害对粮食安全、生态环境安
全、城市运行安全的影响，做到趋利
与避害并举，将起到更积极的推动和
保障作用。

/通讯员 黄秋红 于玮

经常路过长春市朝阳区前进大街
至南湖广场路段的市民，可能都曾目
睹过这一小片棚户区，这段不大的面
积阻挡了快速路桥下的辅路，导致该
路段早晚高峰常常出现车辆拥堵的状
况。不过，这一现状即将迎来改变，
10月28日，这片矗立数十年的“夹馅
棚户区”纳入征收范围，已经被拆除。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从长春市朝阳区
房屋征收工作管理办公室获悉，接下
来该地块将作为道路的一部分，由市
政部门开展施工，届时南湖广场与前
进大街交通状况将大大缓解。

“这块棚户区由来已久，从上世纪
90年代开始就有，由于地块狭窄，在
城市开发中被遗落下来延续至今！”
28日下午，站在前进大街与南湖广场
交会处的棚户区地块上，看着隆隆机
械声中被拆除的十余户平房，居住在

附近的市民张大爷感慨不已。
记者现场看到，有2辆翻斗车和1

辆钩机正在配合作业，还有一台洒水
车在一旁待命，不时地喷水降尘。“拆
除工作已经持续了2天，我们主要是把
地块平整好，为下一步修路打好基
础。”一名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截至28
日17时，地上物拆除工作基本完成，接
下来会进行其它收尾工作，然后围挡
起来等待道路施工。

记者从长春市朝阳区房屋征收
工作管理办公室了解到，征收工作已

全部完成，地上物拆除后，地块的用
途为市政道路，下一步将正式进行道
路施工，不过考虑到已经入冬、天气
不利于施工的因素，或许将等待明年
春天施工。

“太好了，我每天路过这里都要堵
上20分钟左右，原因就是棚户区挡住
了道路，希望断头路尽快打通，交通更
加顺畅！”得知南湖广场这一棚户区拆
除还路于交通，不少路过的司机均表
示非常期待。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报道 摄

10月 28日，东丰至双辽高速公
路老营至石岭段项目提前10个月建
成通车，顺利打通了吉、辽两省界断
点，至此，国家高速公路网中的集安至
双辽高速公路实现全线贯通。

东丰至双辽高速公路老营至石岭
段项目是我省首个跨省高速公路项
目，省交通运输厅主动作为，科学提出
跨省建设方案，全力打通断点，真正发
挥大通道整体功能。辽宁省交通运输
厅及沿线地方政府大力支持，主动配
合，做好前期工作和征地拆迁。省高
建局加大协调推进力度，优化施工组
织，加快项目建设，仅用15个月即实

现通车目标。
下一步，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快推

进长春都市圈环线东环、长春至太平
川、长春至自然村、长春至烟筒山等高
速公路项目建设，紧锣密鼓开展长春
都市圈环线西环前期工作，尽快启动

白山至临江、松江河至长白和沿边开
放旅游大通道建设，确保到“十四五”
末，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5000
公里。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报
道 省交通运输厅供图

《长春市人工影响天气
管理办法》修订公布

东丰至双辽高速公路老营至石岭段项目提前建成通车

集安至双辽高速公路实现全线贯通

长春南湖广场旁棚户区被征收拆除

前进大街这段断头路将打通

10月28日，项目通车仪式在东双高速公路泉太收费站举行

施工人员正在现场进行拆除

10 月 28 日，长春公交
集团北达汽车公司三车队
党支部组织党员观看战争片
《长津湖》，向最可爱的人致
敬。电影《长津湖》讲述了一
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零下
三十多摄氏度的极端天气
中，很多先烈是以端着枪的
姿势被冻僵，体现了志愿军

战士服从命令视死如归、冻
成冰雕也不退缩的革命精
神。观看后党员纷纷表示，
要铭记历史珍惜现在来之不
易的生活，以榜样为引领，立
足岗位奉献自己一份力量，
毫不懈怠做好各项工作，为
公交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
力量。

长春公交集团北达汽车公司三车队
党支部组织观看电影《长津湖》

10 月 22 日上午，长春
公交集团北达汽车公司枢
纽站党支部组织党员和入
党积极分子分批次观看电
影《我和我的父辈》。《我和
我的父辈》以革命、建设、改
革开放和新时代为历史坐
标，通过“家与国”的视角描
写几代父辈的奋斗经历，讲

述中国人的血脉相连和精
神传承，再现中国人努力拼
搏的时代记忆。此次观影
活动旨在进一步推动枢纽
站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持续提升党员队伍凝聚力
和战斗力，立足本职岗位，
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

长春公交集团北达汽车公司枢纽站党支部
组织党员观看爱国题材电影

10月23日上午，长春公
交集团北达·爱志愿服务四
队，携手与光同行特殊儿童
训练中心，在长春世界雕塑
园举办“与秋天相约 感受艺
术之最 ”游园活动。活动
中，志愿者与孩子们一同观
看了艺术雕像、欣赏了红叶，
在游戏环节，小乌龟背书、两
人三足、比比谁的力气大，大

家一路上欢声笑语，孩子们
更是同志愿者们跳起了一段
欢快的舞蹈，大家走走停停，
拍照留念。党支部书记李晓
东表示，通过此次活动，让这
群特殊的孩子们了解秋天的
季节特征，培养了孩子的观
察能力，既放松了情绪减轻
了压力，也锻炼了身体增进
了体质。

长春公交集团北达·爱志愿服务四队
携手特殊儿童训练中心开展徒步活动

10 月 25 日上午，长春
公交集团北达汽车公司八
车队开展冬季驾驶经验“传
帮带”活动。活动中，八车
队的老师傅们以霜降、雾
霾、雨雪等特殊天气为例，
将营运途中容易出现的问
题和不利因素进行解析。
同时，针对部分新入职驾驶

员缺少雨雪天驾驶经验方
面，“传帮带”活动中特结
合线路特点及老驾驶员自
身经验，采用讲解和模拟的
双重方式，让新入职驾驶员
更全面详细的掌握了雪天
实用的驾驶技能，提高了冬
季安全行车认识和重视程
度。

长春公交集团北达汽车公司八车队
开展冬季驾驶经验“传帮带”活动

10月26日上午，市民苗
女士来到长春公交集团北达
汽车公司，将一面印有“拾金
不昧 风格高尚”的锦旗送到
北达汽车公司副经理白振明
手中，感谢北达汽车公司六
车队273路拾金不昧、乐于助
人的驾驶员张凤岐。10月
20日下午，市民苗女士乘坐
273路将背包遗忘在车上，背
包里有万余元现金、银行卡、

身份证等重要物品，当苗女
士发现物品丢失时，心里十
分着急。驾驶员张凤岐在车
辆到达终点后，发现了遗失
在座位上的背包，马上交到
了车队调度室，苗女士找到
车队询问背包丢失的事情，
车队核对信息后，交还给苗
女士，苗女士很感动，表示一
定送一面锦旗对张凤岐表示
感谢。

长春公交集团北达汽车公司六车队
驾驶员拾金不昧 乘客送锦旗致谢

10 月 27 日，长春公交
集团北达汽车公司三车队
开展车辆入冬前安全检查
及隐患整改工作，坚决把
一切安全隐患苗头消灭在
萌芽状态。此次专项安全
检查，主要围绕车辆的空
调、电路、发动机舱、电池
舱等检查。检查后叮嘱驾
驶员在驾驶过程中不要超

速，不抢黄闪，不闯红灯，
礼让行人等规范操作，发
现车辆安全技术状况不符
合标准的，立即安排维修
整改，并对整改结果进行
跟踪。通过此次检查，全
面消除了车辆安全隐患，
确保车队所有车辆冬季运
行安全,给乘客带来安全、
舒适的乘车体验。

长春公交集团北达汽车公司三车队
做好入冬前车辆检查及隐患整改工作

为了做好道路交通安全
警示宣传，提高驾驶员安全
意识，防范重特大交通事故
的发生，长春公交集团G115
路车队开展“三个不发生”创
建活动和“两项整治”行动，车
队并组织车辆驾驶员在休息
间隙认真观看了道路交通事
故警示教育片。车队负责人
表示：血淋淋的交通事故，永

远提醒着人们千万不要忘记
惨痛的教训，千万不能把生
命当儿戏。人让车，让出一
片温情，让出一片秩序；车让
人，让出一片安全，让出一片
理解。在这个世界上，只有
人与车互相谦让，才能尽可
能地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减少死亡的人数，珍爱宝贵
的生命。

长春公交集团G115路车队
开展车辆事故专项整治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