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月25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
讯员 邓竹君）受雨雪冰冻天气影响，全省主
要民航机场相继启动应急预案，其中，张家
界机场取消了部分航班。截至25日18时，全
省机场没有发生大面积旅客滞留现象。

24日至25日， 张家界机场连续启动了
航班大面积延误4级预警响应，取消航班24

个，涉及旅客1685人次，所有旅客均已妥善
安置。

连日来， 张家界机场出动了吹雪车、除
冰车、摩擦系数测试车等设备除冰雪，常德
机场提前开展了航空器除冰雪，长沙机场发
布除冰雪三级（蓝色）应急保障预案，确保航
班飞行安全。

湖南日报1月25日讯（记者 彭雅惠）今天，国家能
源局湖南监管办发布消息，目前全省电煤库存可用14天，
相关政府部门、企业正多方努力积极调煤入湘，以保障全
省电力供应。

入冬以来，我省出现低温雨雪天气，用电负荷持续
攀升。1月1日至今， 最高日用电量比上年度同期增长
23.5%。时值枯水期，全省水库电站水位低、蓄能值小。
火电成为目前我省电力供应主力。

监测数据显示， 全省电煤库存从月初的323万吨
急剧下降，截至24日电煤库存为235万吨，按全省火电
企业满负荷发电计算，可使用约14天，一些火电企业电
煤库存已接近警戒线。

“电煤调入面临价格过高、产量不足、运力受限三
大困难。” 国家能源局湖南监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今
冬电煤供需形势异常，主要因为落后产能退出后，先进
产能并未得到充分释放，煤价上涨。目前，我省主力火
电企业电煤入厂标煤均价已超过1120元/吨， 达历史
最高值。同时，受天气等因素影响，全国铁路运力未充
分利用，往湖南方向的运力更是紧张，而长沙水位低落
又导致水运能力降低。

国家能源局湖南监管办表示， 已向国家相关部委
递交紧急报告，请求对调煤入湘予以运力支持。

省经信委等相关部门正在部署电力需求侧管理。
省内火电企业也积极拓展煤源。 大唐华银耒阳发

电公司日前接收了始自广东珠海高兰港的运煤专列，
这是国家恢复海外煤采购后，我省首次进口电煤。

国家能源局湖南监管办预计，多方着力，我省电煤
库存紧张的现状将逐步缓解。

湖南日报1月25日讯（记者 孟姣燕 通
讯员 范祚东）为应对低温雨雪及冰冻天气，
省旅发委今日发布四级风险提示通知，要求
各地加强防范，确保游客安全。

通知要求，全省各级旅游部门加强应
急值班，及时将省气象预报预警、道路交
通安全信息推送到全行业，加强旅游安全
风险提示。

通知要求，各旅行社要充分考虑旅游线
路安全，严格落实“旅游包车”相关规定，并

督促旅游客运公司搞好车辆检测、落实防滑
措施、选派技术过硬司机。

通知要求，各景区企业要加强景区内道
路巡查，及时组织铲雪除冰，清除路障；加强
索道、观光电梯等设备的维护保养；特别关
注玻璃桥、玻璃栈道上游客步行安全；配强
临水、临崖安保力量；强化危机意识，做好应
急准备。通知强调，因天气原因，景区景点不
宜于开放营运的，必须临时关停，并将相关
信息及时上报至省旅发委。

调煤入湘
保障电力供应

省旅发委发布四级风险提示
不宜开放景区景点须临时关停

� � � � 图②：１月25日，张
家界市武陵源景区十里
画廊， 工作人员为观光
电车钢轨铲雪除冰。当
日， 受低温雨雪冰冻天
气影响， 景区观光电车
停运。 当地旅游部门迅
速组织力量铲雪除冰。

吴勇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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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25日讯（记者 周
月桂 通讯员 戴帅汝）随着强冷空
气的到来，湖南开启了一次持续低
温雨雪冰冻天气过程。这场雪会怎
么下，下多大？

气象部门表示，湖南这次寒潮
不会全是雪，冻雨、雨夹雪才是主
角，主要降雪时段为28日，湘北最
大雪量6至10毫米，最大积雪深度3
至5厘米。

昨天开始， 省内气温出现明
显下降，湘西北和湘北局地率先迎来
了降雪。省气象台今天10时启动了湘
中以北地区气象灾害低温雨雪冰冻
四级应急响应，今天16时发布低温雨
雪冰冻橙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张
家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常德、
益阳、岳阳、怀化、娄底、邵阳、长沙、
湘潭、衡阳及株洲北部将出现雨凇或
积雪，且最低气温≤零下2摄氏度。

省气象台预计，30日前， 省内以阴
雨雪天气为主，其中25日至28日以雨雪
冰冻为主，主要降雪时段为28日，湘北
最大雪量6至10毫米，最大积雪深度3至
5厘米。

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冷空气活动频繁，
与常年同期相比偏低4至6摄氏度；25日至29
日全省最低气温零下4至零下2摄氏度， 湘西、湘
中以北将出现持续性冰冻天气，30日至31日最低气
温降至零下7至零下5摄氏度。

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做好对大风降温天气的防
御准备；外出、驾驶人员需注意防滑，谨慎慢行。相
关部门需关注积雪和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及时开展除冰扫雪作业；提醒电力、通讯等部门做好高
寒山区电线积冰防御工作，低温天气时段电力、用气负
荷增大，需加强用电、用气安全防护措施；防范低温雨
雪冰冻天气可能对农业、林业生产造成的不利影响；注
意防范大风可能对江河湖面航运造成的影响。

这场雪
会怎么下

气象部门表示，30日
前阴雨雪天气持续，主角
是冻雨和雨夹雪，主要降
雪时段为28日

湖南日报1月25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戴乐子）省公
路管理局今日发布， 位于沅陵县的省道S227柳林叉至辰州坪
路段由于道路严重结冰， 自25日14时至28日14时实行交通管
制。全省各地公路部门已提前启动应急预案，开展抗冰保畅行
动。

25日凌晨，途经沅陵县的国道G319、省道S228等多处路
段的路面结冰。当地养护、路政等公路部门通过撒融雪剂等措
施，已确保道路通行无碍。

截至25日18时，怀化市公路部门已投入防滑砂5030
立方米、融雪剂620吨、草垫和麻袋逾万个用于抗冰保畅。

在岳阳，全市37支公路应急队伍提前开启“低温
雨雪冰冻”应急预案，对全市近2000公里的主干道

公路进行了全面巡查。
目前， 岳阳市公路部门重点针对急弯、陡

坡、桥梁等易结冰路段进行巡查，并已备足防
滑砂、工业盐融雪剂、麻袋等抗冰保畅物资，积
极主动防范交通安全事故发生。

湖南日报1月25日讯 （记者 邓晶
琎 通讯员 张韬） 受北方降雪天气影
响， 今天有13趟途经长沙南的高铁列

车出现不同程度晚点，最
长晚点79分钟， 另有往南
京、南宁、合肥、徐州等方
向的多趟高铁停运。

针对雨雪天气造
成的列车晚点，退票、
改签旅客骤增的情
况， 长沙南站已专门
设置改签、退票窗口，
及时发布余票信息，
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

改签、退票需求。
长沙南站提醒，购买了停运车次

车票的旅客，请不要急于前往车站办
理退票业务。所有停运列车车票可在
票面乘车日期起（含当天）30日内，到
任意火车站退票窗口免费办理退票
手续；通过12306网站购票未取票的，
也可在网站直接办理免费退票。

据广铁集团介绍，为防范应对极端
天气影响铁路运行，已在各普铁车站储
备发电机175台，各高铁车站储备发电
机20台、内燃机车22台。目前，长沙车
务段、张家界车务段已组织工作人员除
冰扫雪，确保列车通行安全。

普通公路：
提前应急 防范事故

湖南日报1月25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江钻）应对雨雪冰冻天气，湖南
高速公路快速行动。截至25日，全省已出
动近5000名高速公路工作人员奋战一
线抗冰保畅， 投入约29万个麻袋、8599
吨融雪剂。

据省高速公路监控指挥中心数
据，截至25日17时，全省有如下路段实
施交通管制， 车主可通过关注湖南高
速公路微信、微博，了解交通管制解除
时间以及实时路况信息：

岳常高速、大岳高速全线收费站入
口，二广高速复兴厂、澧县、津市工业区、
临澧、双桥坪、常德东北、常德东、花岩溪
入口，长张高速常德南、常德西、架桥、热
市、德山、谢家铺、太子庙、军山铺入口，
对7座以上（不含7座）的客车和运载危险
物品的车辆实施交通管制；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内全线
收费站入口对7座及以上的客车、面包
车、罐车和危爆车实施交通管制；

张花高速茅岩河出口匝道往西实
施交通管制； 长张高速益阳出入口实
施交通管制；

沪昆高速K1459东往西实施间歇
式交通管制。

月桂聊天
———湖湘自然笔记

� � � � 图③：1月25日，常
德市出现零下3℃的冰
雪天气。城区芷兰路口，
执勤交警清除路口盲道
上的结冰， 让行人借用
不易打滑的盲道通行。

陈自德 摄

湖南部分
高速公路结冰
近5000人一线抗冰， 部分路段实施交通

管制，交警提醒谨慎出行

图① ：1月 25日晚
上， 长沙城区迎来今年
首场降雪， 车顶覆上了
一层薄薄的雪粒子。随
着强冷空气的到来，省
气象台发布了寒潮蓝色
预警和低温雨雪冰冻黄
色预警， 气温与常年同
期相比偏低6℃左右。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停运车次30日内免费退票

迎战冰雪

� � � �湖南日报1月25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刘思宁）今天，受持续低温雨雪
冰冻天气影响，湖南部分高速路段出现
积雪结冰现象，杭瑞高速把总湾大桥往
凤凰方向、杭瑞高速沅陵段、杭瑞高速
华容段、张花高速、长张高速、益娄高速
路面出现结冰现象。同时因湖北境内二
广高速结冰，章庄铺服务区南往北方向
进行了交通管制，二广高速城头山段出
现滞留车辆。

1月25日上午9时开始， 京港澳高速
汨罗段至临湘段气温降至零摄氏度以
下，开始出现冻雨天气。杭瑞高速华容段
雪情较大，路面桥梁结冰。雪情发生后，
岳阳高速交警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通过
各类情报板对广大司机乘客发布“雨雪
天气、谨慎驾驶”警示语；并联系管理处
养护部门立即出动应急驻点的人员、物
资、设备、车辆，全面开启融雪作业。

25日，位于张家界和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交界处的张花高速澧水大桥
路段出现了严重的结冰现象，结冰厚度
超过1厘米。 高速交警采取间歇放行的
方法来控制通过大桥的车辆数量，并通
过警车喊话提醒通行车辆减速慢行，保
持车距。

高速交警提醒广大驾驶人，在
冰雪天气驾驶车辆时一定要加倍谨
慎，要降低车速增大车距，切勿急打
方向急踩刹车， 防止因车辆失控而
引发交通事故。

①

②

③

铁路：

妥善安置航班延误旅客机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