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月4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
讯员 张韬 殷新平）受北方地区大雪影响，
部分高铁线路限速， 造成今天20多趟长沙
往武汉、郑州方向的高铁车次晚点，最长晚
点3小时11分钟。

另据长沙火车站介绍， 今天部分长沙
往广州方向的普铁晚点， 长沙始发往成都
东的K502/3次临时停运。

铁路部门提醒， 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
的旅客， 可不晚于票面乘车日期起30天内
（含当日）办理全额退票手续，均不收手续
费。 持纸质车票的旅客可到任意车站窗口
办理； 尚未换取纸质车票的旅客， 可在
12306网站直接办理。

20余趟
北上高铁晚点

湖南日报1月4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寇冠乔）今天，长沙黄花国际机场
启动应急救援预案， 每日22时至次日12
时，机场工作人员将不间断对登机桥固定
端、活动端楼梯撒盐除冰，确保旅客乘机
安全。

目前， 机场备有32台场道除冰雪车
辆、6台航空器除冰车， 以及充足的除冰
液、融雪剂、推雪板、铁铲等除防冰物资，
应急保障人员随时待命。4日，机场已在登
机桥口及各通道口铺设防滑垫。

机场提醒旅客，密切关注机场通过媒
体发布的即时消息，或在出行前拨打机场
服务热线0731-96777咨询航班详情。

黄花机场
除冰保安全

行道树成“玉拱门”

湖南日报1月4日讯 （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刘亮节 唐芳 倪斌 ）今天，常德
市普遍出现雨雪冰冻天气， 给市民出行
带来影响。当地交警、交通以及自来水公
司等部门、单位迅速行动，积极采取措施
应对。1月3日， 常德市政府便下发通知，
要求各相关部门提前做好低温雨雪天气
防范应对工作。

4日起，常德交警部门启动“提前预警、
快速反应、部门联动”交管措施，与有关部
门一起， 加强冰雪天气下城市桥梁以及城
乡重点道路巡逻检查，并在重点路段隧道、
背阴山路、陡坡、急弯险道等处增设警示标

志，备好砂石、草包、盐等防滑防冻物资。
常德市自来水公司也制定了应急预

案，准备了24支抢修队伍以及各种物资，包
括阀门、管材、水表、麻袋、应急车辆等，并
开展24小时值班巡查。目前，城区未发现供
水异常现象。

为应对冰雪灾害天气，常德市最大的蔬
菜批发市场甘露寺蔬菜批发市场从外地紧
急调运新鲜蔬菜，备足货源，确保城区供应。

常德市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该市
将持续出现低温天气， 其中6至7日将再出
现一次小到中等雨夹雪天气， 部分山区会
出现冰冻。

常德积极应对低温雨雪天气

湖南日报1月4日讯（记者 周月桂）雨雪
冰冻天气来袭，老百姓的“菜篮子”是否受影
响？省商务厅市场监测和调研情况显示，目前
全省蔬菜市场总体供应充足、价格平稳，短期
内菜价不会有太大波动。

省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今天
发布了2018年第1周湖南省生活必需品市

场运行情况，称由于前期天气晴朗，有利于
蔬菜生长、采摘、贩运、储备等，外地购入的
蔬菜流通环节费用保持稳定， 全省蔬菜市
场供应充足、品种丰富，眼下的雨雪冰冻天
气尚未造成严重影响， 预计后期蔬菜价格
将继续保持小幅波动， 价格变动不大。不
过，如果雨雪天气持续时间过长，可能会影

响蔬菜供应。
省商务厅表示，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

好雨雪冰冻天气下市场供应保障工作， 尤其
是肉类、 粮油、 蔬菜水果及生活必需品的供
应；及时掌握市场供求和价格状况，同时指导
企业组织货源，备足重要生活必需品，切实保
障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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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用气确保优先
我省新增天然气100万立方米/天

蔬菜市场供应充足
短期内菜价不会有太大波动

湖南日报1月4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
讯员 张倩）今天，湖南迎来新年第一场雪，
这也是省内多地2017年入冬以来的首场
降雪。 预计本轮低温雨雪冰冻天气过程将
持续到7日，以雨夹雪和冻雨为主，主要位
于湘中以北地区。

2018年的开年天气大戏是雨雪。 2日
晚开始，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湖南气温下降
明显。继2日发布寒潮蓝色预警之后，省气
象台3日又发布了湘西北、湘北低温雨雪冰
冻黄色预警。今天凌晨开始，湘西北一带出
现了雨夹雪和纯雪。省气象台表示，此轮低
温雨雪冰冻天气过程将持续到7日，以雨夹
雪和冻雨为主，降雪范围及量级小，不具有
极端性，主要降雪时段是今天。

气象专家表示，总体来说，这次雨雪过

程带来的影响利大于弊。 由于今冬全国大
部处于相对“贫雪”的状态，降雪可改善土
壤墒情，有效抑制病虫害；另外，雨雪天气
对于空气净化效果非常明显， 在干燥的冬
季，对降低森林火险也有积极影响。

不过， 雨雪天气也会导致气温较低，道
路湿滑，部分地区能见度低，对交通出行造
成一定影响。气象专家提醒，雨雪天气伴随
降温，体感寒冷，容易造成呼吸道和支气管
方面的疾病，公众外出时需添加衣物，耳朵、
手脚、脖子等部位尽量不要裸露在外，做好
防寒保暖措施；另外，持续低温雨雪冰冻天
气，需注意高寒山区积雪和湘中以北地区道
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公众在开车
时需注意减速慢行， 尽量不选择骑车出行，
乘坐飞机的朋友需留意航班延误情况。

新年第一场雪飘落
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将持续到7日，降雪范围及

量级小，总体利大于弊

湖南日报1月4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赵向新） 大范围降温雨雪来袭。今
天，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发布雨雪冰
冻预警通知，自1月3日至1月10日，全省电
网进入防冻融冰警戒期，对常德、张家界、
益阳、娄底、邵阳、湘西、怀化地区发布电网
覆冰黄色（Ⅲ级）预警。

据气象部门预测， 今冬明春全省出现
覆冰的可能性较大， 湖南电网总体覆冰以

轻度到中等程度为主， 但高寒山区和微地
形、微气候区，覆冰影响较为严重。

目前， 该公司已编发公司主网防冻融
冰方案。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表示，35千伏及以下线路覆冰厚度超
过6毫米、110千伏及以上线路覆冰厚度超
过8毫米，就立即采取融冰措施。目前公司
全系统已全部进入临战状态， 各单位将根
据实际情况及时启动相应级别响应行动。

全省电网进入防冻融冰警戒期
35千伏及以下线路覆冰超过6毫米、110千伏及

以上线路覆冰超过8毫米即采取融冰措施

湖南日报1月4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陈鑫）3日晚，新年第一场冰雪来
袭，二广高速益阳段、常德段，杭瑞高速
怀化段沅凌至官庄路段，G5515张桑高
速，G56杭瑞高速怀化段、岳阳段，S70娄
怀高速怀化段结冰；张桑高速、张花高速、
长张高速常德至张家界段、龙永高速、包茂
高速矮寨段路面有积雪。 湖南高速交警连
夜加强巡逻示警，联合路政、养护部门撒盐
除冰。

根据湖南省专业气象台预测， 未来几
天省内气温明显偏低， 受雨雪冰冻天气影
响的高速路段可能有： 张花高速、 长张高
速、杭瑞高速、沪昆高速、娄怀高速、长韶娄
高速、长株高速、长潭西高速、长浏高速、包
茂高速和二广高速北部、岳临高速北部、京
港澳高速北部、平汝高速北部。

高速交警提醒广大驾驶员， 出行前关
注天气变化，注意实时路况，遇雨雾冰雪天
气减速慢行，拉大车距，谨慎驾驶。

未来几天省内气温偏低

我省部分高速路段受影响

湖南日报1月4日讯 （廖声田 宁奎 ）
1月4日，张家界各大景区迎来新年首场降
雪。宛如仙境般的景色，让游客惊喜不已。

在武陵源核心景区， 三千峰林银装素
裹，神奇壮美，山顶雾凇、雪凇，冰清玉洁，宛
如朵朵怒放的山花，风姿绰约；宝峰湖景区
峰峦如披婚纱，各地游客争相留影；五雷山

景区庙顶覆雪，冰挂如柱；万福温泉游人如
织，边泡温泉，边赏雪景。

据天气预报，张家界雨雪天气将持续到7
日。目前，天门山景区已经暂停运营，至18日
重新开放；大峡谷景区4日至7日上午关闭，下
午在交通部门允许后开放； 天子山景区环保
车已暂停运行。

张家界部分景区暂停运营

湖南日报1月4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江钻）3日夜间至4日白天， 湖南
多地出现雨雪天气，二广、长张、张花、包
茂、杭瑞等高速公路路面温度降至冰点。
高速公路工作人员连夜巡查抗冰， 确保
全省高速公路畅通。

3日晚，全省高速路政、养护、施救等
工作人员， 加强夜间巡查， 清理沿线灌

木、预防性撒布融雪剂、铲雪除冰，并在易
结冰的桥梁、急弯、长陡坡等地段摆放提示
牌，提醒广大驾驶员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作
业车辆。

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要求各运
营单位做好道路保通、抗冰除雪设备物资储
备等工作，必要时对桥梁隧道等已结冰路段
实行压道通行，确保高速公路安全运营。

湖南高速公路抗冰保畅

湖南日报1月4日讯 （记者 彭雅惠 曹
娴）今天，省经信委发布消息，国家进一步上
调我省天然气分配指标， 我省新增天然气
100万立方米/天， 供需缺口进一步缩小，全
省民生用气可保“无忧”。

中石油是我省管道天然气唯一供应单

位。据了解，在2017年12月中旬全省进入天
然气供应黄色预警状态时，中石油分配给湖
南的实际供应量约830万立方米/天，全省天
然气供应缺口在350万至400万立方米/天；
至12月底时，中石油向我省天然气供给量提
升至850万至900万立方米/天。“通过向上游

积极协调增量， 目前中石油分配给湖南的天然气
实际供应量已达到1000万立方米/天。”省经信委
能源运行处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新一轮寒潮中，我
省民生用气可基本得到保障。

全省工商企业仍将继续实施错峰用气，所有机
关单位在进入天然气供应预警时停止采暖供气。

湖南日报1月4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
讯员 李奕佳 陈琦 ）“10千伏毛云线覆冰
厚度为3毫米，如冰情有重大变化，我会及
时报告。”今天16时，岳阳县供电公司防冻
融冰办公室值班员接到了大云山林场集山
村融冰固定哨值守人员的冰情监测报告。

4日9时许， 气温降至摄氏零度以下，
新年首场大雪如期而至。 华容县东山镇桃
花山村38公里电线覆冰，10千伏毛云线等
6条东部山区线路也出现不同程度覆冰。岳
阳市供电公司立即启动防冻融冰供电应急
预案，抽调240名技术骨干，组成20支“电
骆驼” 共产党员服务队， 开展紧急融冰抢

修，出动2台移动融冰装置对停电线路进行
融冰、扫障。

根据天气形势分析， 在气温持续走低
的情况下， 岳阳市高寒山区将出现中等到
严重程度覆冰。为确保电网安全，岳阳市供
电公司1月3日起进入防冻融冰警戒期，各
级应急指挥和防冻融冰领导小组成员坚守
岗位，26个人工观冰哨所正式启用，并视情
况设置流动哨，24小时观测冰情，特殊区域
做好打拉线、防树竹压线、融除冰等应急措
施。

岳阳市供电公司将密切关注天气变
化，确保电网运行和电力供应稳定。

岳阳240名“电骆驼”紧急出征

湖南日报1月4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雷文明）1月3日晚， 湖南迎来新
年首场雨雪冰冻天气。岳阳、益阳、常德、
张家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等
地路面均出现积雪，部分路段结冰，导致
通行受到影响。 湖南交警奋战在风雪最
前沿，加强路面管控，采取巡逻喊话、指
挥疏导、设置防滑警示标志等多项措施，
确保恶劣天气的道路交通安全。

1月3日，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就做好
雨雪冰冻恶劣天气条件下道路交通管理
工作下发紧急通知。全省交警积极应对，
加强路面巡逻管控，提示车辆减速慢行，
同时联合辖区路政、养护部门撒盐除冰。

1月3日晚，一场夜雪把张家界装扮
得银装素裹。 张家界交警部门启动恶劣
天气应急预案， 全警上路为过往车辆保
驾护航。武陵源景区交警全员上岗，对省
道306线、 核心景区两园路等旅游主干

线进行道路安全隐患排查，在易滑路段、三
临路段设置温馨提示牌，在坡道、易塌方等
路段实行临时管制，消除安全隐患。

常德交警部门与桥梁管理部门加强冰
雪天气下的城市桥梁及国省道、 县乡道重
点道路和桥梁早晚巡逻检查， 在桥梁和道
路两头设置防滑警示标志， 在重点路段隧
道、背阴山路、陡坡、急弯险道等处增设警
示标志，设置沙石、草包、盐等防滑防冻物
资。 石门交警大队将全部警力投放到雨雪
路面和危险点段，排查道路隐患，疏导指挥
交通，保障道路有序畅通。

安化交警大队着重对往年冰冻情况严
重的路段以及桥梁、隧道、临崖临水、急弯
陡坡等事故多发点段进行重点巡查， 并对
不宜通行的路段进行临时交通管控。 古丈
县田麻寨路段出现冰冻状况， 古丈交警大
队设卡执勤，铲冰除雪，清除被雪压断的树
枝，引导车辆小心驾驶。

交警雨雪中保畅通

齐心协力应对低温雨雪天气

1月4日， 安化县供电公司抢修人员正对受大雪冰冻气候影响的线路进行紧急抢修。
当天，该县迎来2018年第一场雪。 简高志 摄

1月4日，龙山县里耶镇海拔1200米
的八面山， 由于低温冰冻，10多棵公路
行道树被冰雪压弯形成一道20多米长
的特殊“玉拱门”。当天，该县迎来2018
年第一场雪。 田良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