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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1月21日， 早起的长沙主妇们发
现， 期待了一晚上的雪并未下， 菜市
场里的菜价却实打实地涨了。

批发均价较上日
上涨0.42元/公斤

1月21日上午， 记者在长沙市马王
堆蔬菜批发市场、 长沙市红星大市场、
香樟路菜市场、 树木岭菜市场和家乐
福韶山南路店走访时发现： 长沙蔬菜

价格确实涨了。
“今天的大白菜4元一公斤， 涨了

1.6元； 萝卜3元一公斤， 涨了1.4元；
辣椒6元， 涨了2元； 蒜苗16元， 涨了2
元。” 长沙市香樟路菜市场摊位经营
人王伟民 （音） 告诉记者， 涨幅最大
的是家常菜， 而猪肉和鸡蛋基本没有
涨价。

“在肉、 蛋、 油、 盐不涨价的情况
下， 一份辣椒炒肉成本至少增加8毛。”
家住树木岭新世纪家园的陈桂圆阿
姨给记者算细账： 一份辣椒炒肉最
起码的原料需要250克辣椒， 150克

蒜苗 ， 150克肉 ； 按今天的菜价 ，
辣椒成本增加 5毛， 蒜苗成本增加3
毛。

据长沙市商务局统计， 当日长沙
市马王堆、 红星蔬菜市场交易量约
1404万公斤， 批发均价3.92元/公斤；
较上日交易量增加544万公斤， 批发均
价上涨0.42元/公斤。

长沙市商务局：
已启动保供方案

菜价还会涨吗？ 涨价会持续多久？
长沙市商务局副局长黄立斌告诉

记者， 长沙市当日的蔬菜价格上涨情
有可原， 但目前情况可控。

“低温雨雪天气，导致物流成本和
人工成本大幅增加，菜价上涨也就在情
理之中了。 ”黄立斌说，长沙市商务局已
启动了保供方案，对区县商务部门和相
关重点保供企业进行安排部署，确保全
市蔬菜供应和放心肉供应，1月21日已
启动蔬菜进场费减免措施，1月25日将
启动生活必需品全面日监测。

“如果低温雨雪天气持续， 菜价
还会小幅上涨， 一旦天气好转， 菜价
就会回归正常。” 黄立斌说。

刘勇

天气预报中的“最强寒潮”，没有如期带来想象中的雨雪。
省直相关各部门提前布置的御寒措施，在网络社交圈中，被一
些段子调侃。

对这些调侃，其实不必太在意，一笑置之即可。
政府部门根据天气预报，围绕民生保障，“未雪绸缪”安排

工作，正是打造服务型政府的表现，应该点赞。
雨雪也许只是推迟了一点脚步，让一些南方网友早上起来

发现，暂时还没有拍雪景的机会而已。
当然，网友适当调侃，这是他们的权利，我们尊重。 政府积

极作为，这是我们的责任，必须履行。
下次如果遇到类似的极端天气预报， 政府部门仍然要提前做好

准备，提供充足有效的公共服务。否则，亡羊补牢恐怕为时已晚。
大家恐怕最不愿看到的，是政府和各部门不作为、滞后作

为，没有准备和应对措施，一旦发生大灾害而造成巨大损失。如
果那样的情况发生，才是真正的失职，在网友的眼中恐怕就不
只是调侃了。强化值班备勤 足额储备物资

全省民政系统
积极防灾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 （通讯员 祝
林书 陈林霄 记者 陈勇） 全省大范围
低温雨雪冰冻天气逼近， 各级民政部门
对此高度重视、 积极应对， 做好各项防
范准备。

1月20日， 省民政厅召开专题会
议， 研究部署当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防
范应对工作， 采取领导带班和24小时
应急值班制， 加强信息传导； 厅领导带
队下市县， 专项督查冬春救助、 灾后重
建和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天气应对准备工
作。 去年底， 省民政厅安排1000万元专项
资金采购了救灾棉被5万床、 棉大衣3万件，
现在这批物资全部验收入库， 确保灾害一
旦发生， 能够及时向受灾群众提供御寒保
暖衣被等生活物资。

长沙、 株洲、 湘潭、 益阳等市民政
部门下发紧急通知， 各单位党政一把手
靠前指挥， 强化领导带班和值班备勤。
邵阳、 岳阳、 怀化等地采取专人负责，
全面排查隐患， 加强对敬老院、 五保之
家、 光荣院、 福利院、 救助管理站等民
政基层单位的安全管理。 张家界、 永
州、 常德、 衡阳、 娄底等地减灾办、 民
政部门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安排， 制定了
应急预案， 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

谈经论市低温冷雨菜先知

� � � � 1月21日， 龙山县电力公司工作人员在大安乡翻身村流动观测哨测量线路覆冰厚度。 今年， 为应对极低温雨雪天气，
该公司设立6个冰情观测哨， 实时掌握冰情， 为线路除冰提供依据。 目前， 部分线路覆冰6毫米， 没有达到人工除冰的厚
度， 线路供电正常。 田良东 摄

电力员工测冰情

宁可被调侃，不能无准备

� � �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 （娄歆月 姚学文 袁首） 今天， 长沙
火车南站启动三级应急响应， 以应对恶劣天气， 全力以赴确
保旅客安全。

据介绍， 长沙火车南站联合南站派出所、 南站交警队、
雨花区城管局等部门， 成立了指挥协调组、 现场抢险组、 物
资供应组和信息报道组； 火车南站还临时组建由26人组成、
24小时待命的站区扫雪除冻应急队伍 ； 在重要冰冻路
段、 通道专人值守。 同时还准备了充足的应急物资和舒
适的滞留场所， 如3台发动机、 1吨工业盐、 50把铲子等物
资， 200平方米的应急队员休息室、 3个旅客滞留区等。

� � �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 （记者 张颐佳） 低温雨雪天气的出
现， 使得近日长沙市日均用气量超过500万立方/日。 今天，
记者从长沙市新奥燃气公司获悉， 长沙已申请增加供气指
标， 目前液化天然气储存已达到900万立方， 以备随时保
证应急供气启用。

同时， 新奥启动极端低温天气保障方案， 安排专人对燃
气设备进行检查和管网巡查。 对各类应急出警情况进行GPS
监控， 确保及时响应。 负责人介绍， 家用燃气器具的橡胶软
管使用寿命一般为18个月， 燃气具使用寿命为6至8年， 如超
期服役， 存在安全隐患应及时更换。 如家中闻到臭鸡蛋味，
可能是燃气泄漏， 应立即关闭阀门， 开窗通风， 并紧急拨打
95158保修。

长沙火车南站
启动三级应急响应

长沙备气900万立方抗低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