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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27日讯（记者 彭
雅惠）今天，省委常委、副省长张剑
飞赴湘江新区综合交通枢纽、 长沙
新奥燃气河西分公司、 省高速公路
监控指挥中心、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
限公司， 实地检查高速公路及城市
交通疏导和应急管理情况、天然气、
电力等能源供应调配工作， 并看望
慰问一线职工。

25日以来， 我省普降雨雪，造
成大部分高速公路全线或部分路段
积雪结冰， 湖南电网覆冰线路达
842条，用电、用气负荷屡创新高。
全省交通、 电力、 供气部门积极应
对、迅速行动，截至目前，交通运输
和电、气供应总体平稳。

张剑飞指出，时值省“两会”召
开期间，此次雨雪冰冻过程范围广、
时间长、影响大，各有关部门要高度
重视， 充分汲取过往雨雪冰冻灾害
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强化防范措施，
全力保障民生需求。他强调，雨雪冰
冻天气还将持续， 交通部门要全力
做好除雪除冰、交通疏导等工作，确
保人民群众出行畅通和春运安全；
电力部门要加强线路设备检修、损
毁线路抢修， 保障湖南电网稳定运
行，尽量用足外购电力，同时加大电
煤采购和运输调度力度， 保障自发
电能力，并科学调度全省用电，确保
人民群众生活用电、 尽最大努力减
少对生产用电影响。

湖南日报1月27日讯（记者 彭
雅惠）今天，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
司发布消息， 雨雪冰冻导致全省现
有约2.4万户用户用电受到影响，明
天有望恢复供电。

1月26日至27日， 湖南电网主
电网完成融冰13条次。农配网应急
抢修、 电网冰情监视特巡等累计投

入19647人、车辆3762台，因天气受
损设备抢修恢复正紧张、有序开展。
截至27日15时， 已恢复103条10千
伏线路、7137个台区供电，约29.1万
户用户得以保障。

目前， 全省仍有691个台区正
在紧张抢修， 预计明天可基本恢复
供电。

湖南日报1月27日讯（记者 王
文）今天上午，受冻雨天气影响，长
沙地铁1号线省政府站至尚双塘站
暂停运行， 采取公交接驳。 至当天
12时28分， 长沙地铁1号线全线恢
复正常运营。

今天早上， 长沙轨道交通集团

有限公司发布地铁1号线最新运行方
案，受冻雨天气影响，目前地铁1号线
开福区政府站至省政府站正常运行，
省政府站至尚双塘站采用公交接驳。
2号线正常运营。 有急事的乘客请改
乘其他交通工具。 至当日12时28分，
长沙地铁1号线全线恢复正常运营。

交通运输和电气
供应总体平稳

张剑飞要求全力保障民生需求

约2.4万户用户
有望恢复供电

长沙地铁1号线全线恢复运营

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2844万千瓦！1月26日， 湖南电
网最大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

842条次！此轮雨雪冰冻天气以
来湖南电网覆冰线路总数。

湖南电网在今冬受到自2008年
冰灾后最为严峻的考验。

“电网整体运行平稳，没有出现
大面积停电事件， 全省居民生活用
电、生产用电基本得到保障。”国网湖
南省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孟庆强表示。

面对严峻考验，湖南电网如何从
容应对，做到有“冰”无“灾”？

融冰效率提高4倍以上
“110千伏印天线117号哨所，雨

夹雪，湿度100%，北风，导线覆冰厚
度14.22毫米……”1月26日凌晨2时，
国网衡阳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室员工
谌云飞和3名同事手拿应急灯，脚套
冰爪，迎着冰冷的寒风，在海拔1260
米的天塘山输电线路观测哨所，汇报
线路覆冰情况。

110千伏印天线作为衡阳、郴州
两地清洁能源输送的重要通道，布线
起于天塘山号称“大风口”的风力发
电场 ,� 是衡阳电力线路覆冰最为严
重的输电线路之一。

“如果采用传统人工电网除冰方
式，根本不可能实现及时除冰，还要
大范围停电。” 国网衡阳供电公司负
责人介绍，前些年，湖南电网融冰方
式有了进步，主要使用高压交流融冰
方式对线路除冰，但这种方式对电源
电容要求大，必须多条线路串联以保
证电流大小合适，操作复杂，完成一
次融冰需要15至16个小时， 就湖南
电网整体而言，平均每天只能安排1
至2条线路融冰。

现在，国网衡阳供电公司已申请
对110千伏印天线采取低压直流融
冰方式除冰，预计只需要4个小时就
能恢复该线路安全运行。

“直流融冰对电源电容需求仅为
高压交流融冰的六分之一， 操作便
捷，通常情况，完成一次融冰可控制
在约4小时左右。” 电网输变电设备
防灾减灾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陆佳
政告诉记者，2008年冰灾后，我省逐
步推行低压直流融冰技术，今冬湖南
电网融冰及时可控， 基本不影响供
电，低压直流融冰这一新技术功不可
没。

变电设备融冰有新招
“祁韶直流韶山换流站的变电设

备套管上，冰凌长度总计已超过套管
长度的三分之一， 必须尽快实施融

冰！”1月27日，国网湖南检修公司进
行工作汇报。祁韶直流是我省最重要
的外省入湘特高压线路，输送入湘电
量约占全省电量的九分之一。

“如果不能及时除冰，可能导致
输变电设备闪络，引起特高压线路跳
闸闭锁，届时湖南供电将全面告急。”
国网湖南检修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严重覆冰的情况下，高压隔离开关
等变电设备会出现无法正常操作等
情况，阻碍线路融冰，变电设备异常
也将直接影响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因
此变电设备融冰同样不能忽视。

“我们计划使用带电热力除冰装
置。” 国网湖南检修公司负责人告诉
记者，这一新设备利用站内380伏电
源作为供电电源，无需其他辅助设备
即可对500千伏及以下电压等级设
备进行热力除冰，通过高温、高压空
气对变电站设备进行非接触式融冰，
安全可靠性高，且使用方便快捷。“完
全解决了变电设备在严重覆冰情况
下无法正常使用的难题。”

此外，还有便携性更强的蒸汽除
冰工具、除冰范围更广的涡轮除冰车
等，这些种类繁多的装置可根据不同
情况， 为变电站内的设备融冰进行
“私人定制”， 以满足不同的融冰要
求。 这些装置可以在不停电的情况
下，实现融冰与供电的两不误。

融冰装置全覆盖
“公司在2017年10月就已经启

动今冬明春防冻融冰工作， 编制了
596个主网电流融冰方案， 组建了
271支共5890人的应急抢修队伍，在
往年覆冰严重的高寒山区设置1058
个人工冰情监视哨和324个自动观
测哨，全公司上下严阵以待，随时保
持战斗状态。”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
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孟庆强介绍。

1月23日，新一轮冰雪冰冻天气
来临前， 湖南电网11套主网固定式
直流融冰装置全部完好可用，20套
主网、4套农网移动式及46套农网便
携式直流融冰装置全部就位。

“固定式装置由于构造原因仅能
对大型变电站有限的相关线路进行
融冰，局限性大。”国网湖南检修公司
技术人员解释，“移动式装置使用灵
活，与站内固定装置配合，可实现对
多条线路同时进行融冰。”

目前， 湖南电网220千伏以上
变电站均配备交流融冰设施，并已
分别在长沙、株洲、邵阳、怀化、娄
底、岳阳、自治州、张家界、郴州、永
州等地区设置了移动融冰装置，通
过这些装置，辐射覆盖到整个湖南
电网输电线路，实现输电线路融冰
无死角、无遗漏。

从容应对 有“冰”无“灾”
———湖南电网科学防冻融冰纪实

� � � � 左图：1月27日，市民在商场选购丰富的农副产品。连日来，受较强冷空气影响，省会长沙气温骤降。为保障
市民“菜篮子”市场供应，长沙各大批发市场加大货源组织力度，充实农产品储备，加强价格监测，全力做好各
项应对工作，确保了农产品供应充足。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清积雪 保畅通
右图：1月26日上午， 长沙市雨花区万

家丽中路，环卫工人正在清理路面积雪。当
天，长沙市组织环卫工人、城管人员和志愿
者走上街头， 清理积雪， 确保市民出行安
全。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奚旭初

今冬以来湖南范围最广、 持续
时间最长的一场低温雨雪冰冻天气
正在进行中。省气象台预计，27日至
28日，湖南仍有大范围雨雪天气，其
中27日晚到28日为主要降雪时段，
局部有大到暴雪。

低温雨雪冰冻轮番来袭， 考验
着城市、乡村的正常运行。在这严寒
的日子里，各地交警、供电、供水、通
信、环卫、农商等部门，千方百计保
障群众生活，稳定市场供应，理应得
到一个大大的“赞”。

触景生情又想到，因为行业、职
业不同， 许多市民无须在户外顶风
冒雪坚守， 但也有一个共御冰雪的
责任，那就是：做最好的自己。

最近几天， 朋友圈有一条暖心
提示刷屏：“请不要乱扔垃圾， 我们
冷，环卫工人更冷，从我做起！”在最
冷的这一段时间里， 人人做到不乱

扔垃圾，减轻环卫工人的工作量，会
让他们在寒风里倍感温暖。

此外， 交警部门也反复提醒 ，
“外出尽量少开车， 过马路注意安
全”。这几天，各地发生的道路安全
事故明显增加。 因此有车者除非不
得已，暂不开车是明智的选择。如确
有必要， 出行前也请尽量了解道路
交通状况，对车辆进行检查，低速行
驶等。对行人而言，在横过马路时，
要比平时更小心。照看好自己，是对
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也能尽
量减少交警冰冻中处理突发事故的
频率。

再如用火用电安全。 天气越是
寒冷，大功率电器就越用得多。这时
候，保障自身及家庭安全，也是对消
防等工作的最大支持。

前几年在发生禽流感疫情时，有
两句话深入人心：不伤害自己，不伤害
他人。抵御雨雪冰冻也是一样，做最好
的自己，就是对他人最好的关怀。

三湘时评

雨雪面前 做最好的自己

� � � �湖南日报1月27日讯（记者 邹靖
方 通讯员 杨琳 刘三军）今天，记者
从湖南铁塔公司获悉，面对今冬以来
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低温
雨雪冰冻天气，湖南铁塔提前备齐和
配足油机、油料、车辆等通信保障物
资，启动全省抗雨雪凝冻天气四级应
急响应，积极协助各地政府开展雪灾
抢险工作，全力确保通信网络畅通。

据了解， 湖南铁塔迅速成立省、
市应急保障联合工作组，均实行24小
时坐班监控值守，建立应急保障信息
报送机制，市州分公司每两小时反馈
一次停电、断站、发电调度等信息，省
公司实时发布全省工作动态。做好与
气象、电力、交通、石油及运输等单位
的协调沟通，及时获取雨雪冰冻天气
预警信息、 交通路况信息及供电情

况。准备通信保障人员3205人，应急
油机6573台，维护车辆1054台，实行
全省范围内应急物资和抢修队伍的
资源整合，跨地市、跨区域的统一调
度， 以市州相邻且支援路途2小时以
内为原则，各市州之间建立起25条双
向跨区域支援调度路线， 设置湘北
（长沙）、湘南（衡阳）和湘西（怀化）3
个应急油机区域储备库，辐射全省。

� � � �湖南日报1月27日讯（记者 黄利
飞 通讯员 王丽容）雨雪冰冻天气也
是地质灾害高发期。1月26日晚，省国
土资源厅紧急召开会议，部署应对此
轮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地质灾害防范
工作。要求及时落实地质灾害隐患点
的防灾和监测责任人，把监测工作做
到位， 确保全省20176个地灾隐患点
不出问题。

受积雪和冰雪冻融影响， 山地
和丘陵地区极易引发崩塌、 滑坡等
地质灾害。省国土资源厅要求，湘北

山地丘陵区要结合雪情， 认真组织
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排查巡查， 落实
防范措施；群测群防员上岗值守、加
强监测，做好“标险、巡险、报险、避
险”， 确保工作不留死角， 不设盲
区。

全省各级国土资源系统启动了
应急值班。 从今天起至省厅发布解
除值班通知前， 省地质灾害应急中
心和市县国土资源局， 都将严格实
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同
时， 各市州国土资源局每天上午10

时前，将值班值守、工作开展、灾情
险情信息， 报送至省地质灾害应急
中心。

日前，省国土资源厅下发了《关
于做好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地质灾害
防范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级国
土资源系统充分认识当前防灾工作
形势， 坚决克服麻痹厌战情绪和侥
幸心理，压实工作责任，确保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对因工作不力、失
职渎职造成严重后果的， 省国土资
源厅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湖南铁塔力保通信畅通

省国土资源厅部署应对冰冻天气地质灾害防范

确保全省地质灾害隐患点安全

“菜篮子”有保障很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