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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刘桐）游览
金碧辉煌的沈阳故宫，看看努尔哈赤的汗王
宫，中午钻入中街的官局子、头条等皇城小胡
同，午餐品尝各地特色小吃，晚上再吃“天下
第一”的老边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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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城循迹游 逛故宫 钻胡同品美食
暑期来沈阳游玩，记者提前为您探好最
具韵味的路线，现在就带您实地体验“七彩沈
河”的“皇城循迹游”路线，到盛京皇城历史建
筑和小胡同内看一看，提前为您“逛吃”
“逛
吃”
探一探路。
来到盛京皇城内第一站必去的就数沈阳
故宫，它是中国仅存的两大宫殿建筑群之一，
距今近400年的历史，是世界文化遗产。有古
500多间，也是一座古代宫廷艺术
建筑114座、
博物馆。这里可以看到关雎宫、崇政殿、凤凰
楼等很多清宫剧内的出现的建筑，还能听到
《孝庄秘史》的故事。
出故宫向北，就到汗王宫遗址。汗王宫是
努尔哈赤营建沈阳故宫前居住的宫殿，其保
留了很多满族传统的台式建筑特色，在其附
近还能看到豫亲王多铎王府遗址，听“九门传

说”
。
时值中午，又回中街上，这条近400年历
史的商业街，两侧有多条老胡同。别看这些胡
同小，其内部有很多特色的美食小吃。
沿中街东行，首先看到头条胡同，老沈阳
人也叫“二百胡同”，
因为在第二百货旁。在胡
同内“藏”有壹佳烤猪蹄、爱工尚南京老鸭粉
丝店总店等特味小吃店。时值饭口，
两家小店
前排起长队。
再向东，就来到了官局子胡同，这条形成
于清代，成形在民国的胡同可谓是“沈城最早
的美食一条街”
，名震全国的老边饺子、马家
烧麦、李连贵熏肉大饼等老字号美食都曾在
此经营。近年来，经过沈河区改造过的小胡同
的入口立着一座卖糖葫芦的老者的铜像，像
中街烤豆皮、长沙臭豆腐、武汉热干面、千德

麻辣烫等美食都在胡同内。
而其对面就是孙祖庙胡同，清代时是“皮
行巷”，在胡同口看到气势宏大的石牌坊上写
有一副“一德同心四平所共，百商结邻中街乃
和”
的对子。虽然孙祖庙胡同的美食没有前两
条火爆，但走入其中，能够看到两侧老建筑墙
上灰色的墙砖，用手摸一摸黑色的凸版墙壁
画。
逛完胡同后，尝到小吃，还能听到老故
事，诸如“为何二百大楼缺一角”
“孙祖庙的由
来”
等都等你亲自来听。
午餐过后，继续在中街内游逛。临近晚
餐，来到老边饺子馆，从创建至今已有180多
年的历史。其饺子选料讲究，制作精细，造型
别致，它最独到之处是调馅和制皮，这些都等
着你来品尝。

即日起沈阳全市
排查公交站亭间距

新闻回放：
有市民发现，
沈城部分公交站
台乘客候车区域
宽 度 不 足 ! 米 ，一
个车站涉及条公
交线路同时进站
停车，等车乘客人
多时只能站到马
路上，增加了安全
隐患。记者走访时
发现，沈阳市内多
个区域的公交站
台候车区域间距
并不统一，部分间
距不超!米。
自 " 月 #$ 日
起，沈阳市交通局 本报7月7日版样
为配合南北快速
路拥堵节点改造，
陆续对!%%路等公
交线路途经五爱
街热闹路段至南
顺城路段走向及
部分站位调整，共
涉 及 !& 条 公 交 线
路。
调整线路运
行一周多后，有市
民提出异议，涉及
的公交线路在多
个站点都出现站
位不明确、无站牌
指示、部分线路绕
圈运行问题；也有
市民反映，调整后
的公交线路造成
热闹路大南街周
边的交通拥堵。
历次报道题
目：
《有 候 车 亭 过
道窄 市民担心
隐患》
《站牌贴错、
新站位没指引
让人在哪等车》

五爱地区月末将调整260路等8条公交线路指示牌
本报讯 （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闻英奇）本
报连日来对沈阳公交站台间距过窄导致乘客
候车不便的报道与公交线路调整后的相关设
施未配备的报道，引起了沈阳市交通管理部门

同时，7月末前对五爱地区调整的公交线
路运行线路指示牌进行更新，在年底前对25条
主要街路的475处公交候车厅设置电子站牌
方便市民乘车。

的关注。
昨日沈阳市公交调度指挥中心相关负责
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即日起启动全市公交站
亭间距排查。

即日起启动全市公交站亭间距排查
沈阳市公交调度指挥中心相关负责人表
示，本报相关报道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并
启动相关方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排查，
研究进
一步调整措施。
目前沈阳市内五区共有4200多个候车站
亭，部分站亭确实存在站亭设置在绿化带内，
无法满足乘客等车时空间需求的问题。交通
运输部发布的《城市公共汽电车站设施功能要
求》公交站亭顶棚边缘与机动车到路边石的距

离在25厘米即达标，在施工部门施工时也按
照这一标准执行。目前发现的问题是，
站亭内
的广告牌没有明确的间距要求，存在影响候车
乘客站立位置的问题，
需要对部分车站站亭进
行调整以方便市民候车的便利。
该负责人也表示，
部分路段候车亭与人行
道间距过窄，单纯调整候车亭候车区间距会影
响到行人通行，从即日起，公交设施规划部门
将对市内5区的候车站亭进行排查，规划部门

在排查出问题后将考虑在不具备条件的区域
取消候车亭的可行性。排查结束后将向媒体及
时公布结果及进一步调整方案。
对于部分车站站亭存在一个站亭存在6
条以上线路同时进站，候车乘客人员拥堵的问
题，该负责人表示，分拆线路候车站亭需要公
交规划部门、城建规划部门、交警部门协调进
行，在排查中将对相关问题进行梳理，再研究
进一步的调整方案。

7月末五爱地区调整公交线路指示牌
对于市民提出的，更改走向后的133路、
134路、
151路、
179路、219路、
222路、260路、
800路等8条线路，运行10天后，依然没有站牌
明细，只有一张小贴纸的情况。
该负责人表示，
7月底将对五爱地区周边涉及调整的公交线
路更新正式线路运行指示牌。
公交线路站牌为何要近一个月时间才能

完成设置？
对于其中原因，该负责人介绍，相关线路
调整后存在线路运行是否符合路段运行情况，
是否造成进一步交通拥堵，是否造成市民出行
不便，是否需要进一步微调的问题，这些问题
是在线路试运行期间需要考虑的，待相关公交
线路运行稳定后，将通过审批程序完成正式站

牌的设置。
该负责人针对市民提出疑问的179和219
路绕圈走的问题进行了解答：
“179和219路确
实存在线路画圈的状况，这是经过规划后不得
不面对的状况，线路的调整考虑到客流情况、
规避部分路段的拥堵等综合因素的考虑，最终
这样设置。”

年底前设置475处电子站牌
今年计划对全市25条主要街路475处站
亭设置电子站牌，并重新考量站亭设置，进一
步加宽站台间距，增加隔离桩，
完善相关设施，
提高市民候车的体验。目前相关工作正在进
行中，预计今年年底前将完成相关设施的安装
设置。
交通部门公布的消息显示，
新候车廊都将
带电子站牌，
电子站牌根据智能GPS定位系统
实时显示车辆位置信息，
电能来源为太阳能加

本报7月10日版样

蓄电池，
白天靠太阳能供电，并给蓄电池充电，
晚上依靠蓄电池放电，保证白天晚上都能显
FI
示。还可连WI
免费上网，候车廊还在左右两
侧设置了两种设施，一种适合站立倚靠，一种
适合放松坐下。替换下来的候车廊，经改造后
将用于填补三、四级马路1259个公交候车廊
空白点位。同时，对其他街路2753个功能不尽
完善的候车廊，将进行增加座椅和加宽顶棚的
改造。

对于有市民反映的，去年底在部分路段新
设置的电子站牌存在不亮的问题，该负责人表
示，电子站牌正常使用涉及供电相关问题，太
阳能供电不能有效保证电子站牌的运行，公交
调度指挥中心将进一步协调路灯管理部门保
障相关设施的电力供应。此外，包括2013年前
后在沈阳市内部分路段设置的电子站牌存在
陈旧、损坏等问题，也将进行排查，并研究替换
方案，方便市民乘车。

沈今日白天阵雨 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
预计13日夜间至15日和17日，沈阳还将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仓一荣）昨日，沈
阳市气象台发布预报预计，从昨天傍晚到今天
白天，沈阳会出现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天气，
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沈阳城区雨量预计将达到中雨级别。
近日开始，
辽宁天气多雨。预计13
日夜间到
15日，以及17日，沈阳还将有阵雨或雷阵雨天
气。

沈阳今14时前将继续有雷阵雨
昨日下午，沈阳市气象台发布预报，预计
从昨天傍晚至今天白天，沈阳将出现中雨到大
雨局部暴雨天气，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
风等强对流天气。

受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和西风槽共同影响，
预计11日17时至12日08时，沈阳地区自东南 下雨并不由台风
“玛莉亚”
直接造成
向西北，将出现明显降水天气。
此轮影响辽宁和沈阳的降雨是否与在我
预计康平和法库地区大雨，
局部暴雨，
平均
降水量30～60毫米；城区、
浑南、
沈北、于洪、
苏 国福建登陆的台风
“玛莉亚”
有关系？
气象专家介绍，
此轮降水的出现源于西太
家屯、新民和辽中地区中雨，平均降水量10～
30毫米，
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
雷暴大风等强
平洋副热带高压带外围暖湿气流和西风槽的
共同影响。这股暖湿气流，沿着西太平洋副热
对流天气。
1小时最大降水量可达30～50毫米。主要
带高压带北缘移动，抵达辽宁形成了较大的降
雨带。
降水时段为11日23时至12日08时。
预计今天8时至14时，沈阳地区继续阵雨
而今年第8号台风
“玛莉亚”处于西太平洋
与我省中
或雷阵雨，平均降水量5～15毫米，并可能伴有 副热带高压带的南缘。台风“玛莉亚”
短时强降水、
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间相隔着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带作为“屏障”
。
也就是说，
我省此轮降水并不是台风“玛莉亚”
另外，预计13日夜间～15日和17日，沈阳
市还将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直接造成的。

■提醒
到水坑时，可将车速放慢，低速通过；若水深高
于车辆排气管或进气口，则车辆不应再继续行
驶；
多辆车连续前后涉水时，
应尽量等待前车完
全通过后，后车才可下水，以防前车因故障停
车，
导致后车也处于积水中，
前进后退两难。行

人外出时，
应选择合适的交通工具，
尤其要注意
躲避可能出现的地面裸露井口。另外，
此轮降水
过程中可能伴随强对流天气，提醒市民朋友们
注意应对可能出现的雷电、冰雹、雷暴大风、短
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应对短时强降水

沈阳启动今年首个城市防汛三级预警
昨日中午，沈阳市城市防汛指挥部启动今 市城市防汛指挥部于7月11日11时30分启动
年首个城市防汛三级预警令。
城市防汛三级预警令。要求城市防汛指挥部各
昨日，记者从沈阳市城市防汛指挥部获 成员单位立即按照 《沈阳市防汛指挥工作规
悉，根据沈阳市气象台气象预报，受副高外围 则》要求，提前进入应战状态，全力做好城市防
暖湿气流和西风槽共同影响，预计11日17时
汛工作。各单位要加强值班值宿，保持政令畅
至12日08时沈阳地区自东南向西北将出现明
通，发生险情要及时处置，并立即报告城市防
显降水天气，主要降水时段为11日20时至12 汛指挥部。
日05时。
昨日傍晚，记者在皇姑区的松花江街公
为确保城市生产和市民生活的正常进行， 铁桥附近看到，作为低洼易积水的桥区，在其

附近沈阳市排水部门已经出动大型排水车辆
待命，确保一旦出现大雨积水后第一时间启
动强排。
在地铁1、2号线各站点内已经准备好防汛
使用的沙包、
挡水板等物质，
确保运行安全。在
南二环市档案馆、实验中学、青年大街等地下
通道内，已经转备好沙袋等物资，确保不会出
现大雨倒灌的情况。
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刘桐

丹东地区最高气温23℃到25℃，
其他地区
27℃到29℃。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抚顺、本溪、铁岭
地区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
白 天 ，抚 顺 、本 溪 、丹 东 、营 口 地 区 中 雨 ，沈
阳、大连、鞍 山 、锦 州 、辽 阳 、铁 岭 、朝 阳 、盘
锦、葫芦岛地区多云转小雨或雷阵雨，阜新
地区多云。

截至7月11日8时，
全省30座大型水库蓄
12亿立方米，比2017年同期蓄水量
水量37.
01亿立方米。全省76座中型水库总蓄水
少3.
69亿立方米，比2017年同期蓄水量多
量为5.
0.
11亿立方米。
据气象部门预测，6~8月全省降水量为
较常年同期偏多1~2成，而且极端天气事件
可能多发，洪涝干旱并重，有可能发生流域
性洪水，局部地区可能发生阶段性干旱，防
汛抗旱形势不容乐观。
据水文部门统计，年初以来，全省平均
7毫米，比多年均值242.
5毫米少
降水量186.
23.
0%。其中，西部地区平均降水量153.
3毫
8%；中部和北
米，比多年均值196毫米少21.
8毫米，比多年均值
部地区平均降水量195.
258.
5毫米少24.
3%；东部和南部地区平均降
3毫米，比多年均值271.
1毫米少
水量204.
24.
6%。

汛期前对江河险段进行排查
全省江河堤防和水库大坝等水利工程
设施经过多年运行，存在一定的薄弱环节和

我省昨日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气象部门预计，从昨天夜间到今天白天，
锦州、阜新、铁岭地区及康平、法库、抚顺市区、
清原、朝阳市区、凌源、喀左、建昌有大雨到暴
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天气。本溪、辽
阳、盘锦地区及沈阳市区、新民、辽中、新宾、宽
甸、北票、葫芦岛市区、绥中、兴城有中雨到大
雨。鞍山、营口地区及丹东市区、东港、
凤城、
建
平有小雨，大连地区多云。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杨晓明）本月
起，我省已经进入主汛期。
昨日，记者从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
公室获悉，预计6~8月，全省降水量为较常年
同期偏多1~2成，而且极端天气事件可能多
发，有可能发生流域性洪水，局部地区可能
发生阶段性干旱。

6～8月全省降水量偏多1~2成

今日早高峰出行注意积水
据气象部门预计，此轮降水在沈阳的主要
降水时段是昨天夜间到今早。今日早高峰时
段，雨势或依旧连绵不断，早高峰的交通将受
到考验。
在这样的天气里，
提醒市民朋友们，
车辆遇

我省进入主汛期
极端天气事件可能多发

针对辽宁此轮降雨，辽宁省国土资源厅与
辽宁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
7月11日20时至7月12日20时，朝阳
警信息：
市、葫芦岛市、锦州市、铁岭市、抚顺市清源县
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三级
（
黄色预警）
，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
较高，提醒当地市民注意防范。
华商晨报记者 仓一荣

沈阳三日天气

风险隐患，而且全省中小河流、中小水库防
洪标准普遍偏低。为确保江河度汛安全，在
汛期前对江河险工险段进行排查，提前落实
防汛相关责任人、抢险物资和队伍，制定受
洪水威胁地区人员逃避险预案；进入汛期
后，加强巡堤查险，及时发现并消除险情；同
时，加强江河、水库联合调度，充分发挥水库
拦洪错峰作用，削减洪水对河道的冲击；一
旦发生超标准洪水，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
前转移危险地区人员，减轻灾害损失。
为确保水库度汛安全，加强对水库的巡
查值守，提前对泄洪闸门等水库重要部位进
行检查维护，确保能够正常使用；同时，完善
水库洪水调度方案、防汛抢险应急预案，落
实防汛抢险人员和物资；进入汛期后，严格
按照经过批准的水库调度运用计划进行运
行，正常状态下，严禁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
病险水库要降低水位甚至空库运行，确保水
库度汛安全。

全省检修城市防洪排涝设施
城市低洼易涝区安全度汛作为历来是
防汛的重点，做好城市防洪排涝工作。
一是要全面检查、检修城市防洪排涝设
施，落实城市应急抢险救援和机动应急排涝
队伍，确保出现险情时能在第一时间排涝抢
险；二是重点抓好城市棚户区、低洼地区、地
下公共设施、人员密集区和下沉式立交桥、
公铁桥的排涝工作；三是遇有紧急情况，要
加强交通管制，适时封闭桥下、低洼易涝区
的交通，并派专人看守警示，避免发生次生
灾害，造成人员伤亡。
气象数据来源：中国天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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