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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30日讯（记者 彭雅惠）从
29日晚开始，冰雪席卷三湘大地，全省居民
生产、生活受到明显影响。今天，省应急管理
厅召开全省防范雨雪冰冻灾害视频调度会。
记者获悉，在此轮寒潮中，我省综合性消防救
援队伍已及时处置1000余次险情， 截至目
前，全省未出现大面积交通阻断、未发生较大
安全生产事故。

据了解，我省交通、用电受雨雪冰冻天气
影响较明显，局部地区出现灾情。全省部分普
通国省干线发生阻断， 高速公路采取交通管
制，危险物品运输车和7座以上（不含7座）客
运车辆禁行，其它通行车辆限速、冰雪路段限

行；多地电网及输变电设备覆冰。
省应急管理厅表示已进入应急状态， 将进

一步加强雨雪冰冻灾情预测研判，精准应对，重
点围绕“保交通、保供电、保安全、保民生、保稳
定”五方面发力，加强联动防范雨雪冰冻灾害。

目前， 全省已储备除冰车及机具800余
台和大批麻袋、融雪剂、融雪盐等物资，出动
畅通人员2.9万人次，全力打通受阻主要交通
干线，做好道路交通除冰防滑安全措施。

对受损电力设施正在进行抢修恢复，保
障电网正常运行。

对工矿商贸、 危险化学品等行业领域因
灾造成的事故和安全隐患进行处理， 严格预

防次生、衍生灾害发生。
对受灾地区紧急调派救灾资金和物资，由

地方政府和行业部门协同开展灾区群众救治，
保障其基本生活。

对车站、机场、道路和社区中因灾滞留人员
进行安置和疏导，严格防控社会不稳定现象。

据省应急管理厅应急救援指挥中心统计，
此轮寒潮中处置的千余次险情，小型火灾、小型
交通事故占大多数， 主要因居民个人不安全操
作引起。省应急管理厅呼吁，我省居民加强对自
身安全的保障意识，规范用电、用气、驾驶等行
为，减少外出，出行则备好防雪防冻装备，远离
临水、临崖、临坡地区。

湖南日报12月30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
员 李仕铭）在强冷空气影响下，我省大部分地
区出现了降雪，路面桥梁积雪，交通受阻，给人
们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不便。今天，省文明办、省
志工办、省志联向全省志愿者发出倡议，号召
广大志愿者积极投身抗击冰雪工作，为受到冰
雪天气影响的群众送去一份温暖。

全省各地文明办积极动员，全省广大志
愿者积极响应，据不完全统计，当天有1万多
支志愿者队伍，超45万名志愿者，冒着大雪
和严寒，奔赴抗击冰雪的第一线，“雷锋家乡
学雷锋”的旗帜飘扬在三湘大地。

家住长沙的维吾尔族居民列提普·图
热，在2017年洪水来袭之际，为捞刀河堤上
奋战的人送上自己制作的羊肉串。2018年新
年来临时为环卫工人免费送上爱心核桃和
枣子。12月30日当天， 他又积极加入长沙县
湘龙街道志愿者行列，扫雪除冰。

娄底市文明办组织1万余名志愿者，积
极投身到抗冰除雪中，清扫道路积雪，帮助
路上行人车辆，挺立在抗冰除雪的第一线。

怀化市志工委动员2000余支志愿者队
伍参与到扫雪除冰志愿服务中来，10万余人
穿上志愿者马甲， 冒着严寒上街扫除冰雪，
为人们出行保驾护航。

保交通、保供电、保安全、保民生、保稳定

应急救援队伍及时处置险情1000余次
截至目前未出现大面积交通阻断，未发生较大安全生产事故

湖南日报12月30日讯 （记者 李国斌 何金
燕 通讯员 雷文明）今天，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发
布消息，全省公安交警按照省委、省政府和省公
安厅党委的统一部署，全警动员，全员上路，全
力以赴迎战冰雪恶劣天气， 采取一切措施提高
京港澳、沪昆等主要高速公路通行能力。

12月27日以来，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派出
6个督查组分赴全省14个市州， 督导和部署
防范应对雨雪冰冻天气工作。 全省公安交警
启动战时勤务，取消休假，实行昼夜排班、定
点巡守，及时发现和处置警情险情，奋斗在抗

冰除雪保畅通的第一线，全面落实“支队领导
包线、大队领导包段、民警包点”的包保责任
制，加强易结冰、易发事故路段的巡逻管控，
对不宜通行的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 各级
道安委发动党政干部、派出所民警、交通安全
管理员和义务交通协管员上路参与抗冰保安
保畅工作， 并及时督促道路经营管理单位对
已积雪结冰路段开展融雪除冰作业。

据统计，12月28日以来， 全省交警部门
已累计出动警车2.3万台次， 出动警力9.2万
人次。

据悉，当前全省大范围快速降温，公安交警
部门将切实做好高速公路恶劣天气保安保畅
工作。开展全时段巡逻和管控，提高路面巡逻力
度和密度。加强锥筒、警示标牌、融雪剂等抗冰
应急物资准备，在易结冰重点路段，提前设置好
爆闪灯、显示屏或限速牌，提示过往司机减速。
通过警车带道、铲冰车开道、轻微交通事故快处
快赔等系列措施， 全力做好雨雪冰冻灾害天气
道路系统应急保畅工作， 最大程度减少和避免
各类交通运输安全事故发生， 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公安交警全员上路迎战冰雪恶劣天气

45万名志愿者
上路抗击冰雪

朱永华

“六出飞花入户时 ,坐看青竹变琼枝”。
如期而至的大雪， 一夜之间让三湘大地改
变了模样：银装素裹之下，自有多种妖娆。
毕竟， 漫天飞雪是南方省份难得一见的胜
景。不少人走出户外，摇琼枝、堆雪人、打雪
仗，享受瑞雪带来的欢乐。

飞雪既非寻常物， 一半欢喜一半愁。雪
天带来了美景，也带来了诸多不便。首当其
冲的是出行困难，多地道路交通因为天气变
化已实行临时管制。据披露，因为跑道大面
积积雪，长沙黄花、永州、南岳等机场临时取
消部分航班，工作人员全力投入，确保进出
港航班安全起落， 保障滞留旅客的有序安
排。省内多条公路出现结冰路段，交通出行
受阻， 全省大部分高速收费站实行交通管
制，长沙所有客运班线暂停运行，橘子洲、岳
麓山等多个景区临时关闭。此外，其他多个
行业的日常活动做出了相应调整，有关部门
已启动应急预案，以备意外之虞。

面对雨雪低温， 当前各地各行业可以
说是处变不惊、秩序井然。经历过“大风大
浪”，战胜过特大冰灾，具备了充足准备和快

速反应能力， 湖南人对付这样的情形当然不
在话下。但是，还是那句老话，“凡事预则立，
不预则废”。对于冰雪天气，尽量作时间长一
点的考虑，在各方面的准备上打一点提前量。

据省气象台的消息， 未来一周可能都
是雨雪天气，气温偏低，说明“雪姑娘”不会
“飘忽而过”，还可能稍作停留。我们必须坚
决克服麻痹大意，把责任落实到位，把确保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摆在首要位置。要
按照杜家毫书记在全省市州委书记 （市州
长） 视频会议上强调的那样———我们多一
分付出，群众就多一分平安。

大自然和生活总是一曲多声部的合
奏。雪中有美景 应变不懈怠。对于大多数
人而言，该干嘛就干嘛。新年到来之际，一
场瑞雪给我们带来的更多是美好的景色、
美好的心情、美好的期望。那么，尽情享受
这难得的美景 ， 带着爽朗的精气神走进
2019年吧。只是在愉悦和兴奋的同时，不要
忘了有一些人在为我们的岁月静好默默地
坚守和负重前行。要心怀敬意，珍惜美好，
在必要的时候， 为了他人和社会整体的美
好和谐也毫不吝啬、 毫不犹豫地释放出自
己的光和热。

湖南日报12月30日讯（记者 邹靖方 通讯
员 吴双红）为应对暴雪严寒，湖南联通在第一
时间落实好暴雪严寒通信预防和抢险工作。

湖南联通根据往年暴雪处置经验， 确定
重点保障目标，组织调配物资、车辆和人员；
组织各地加固基站天线和桅杆， 梳理整改隐
患，确保基站设备运行正常；加强值班和信息
通报， 业务质量与网管中心严密监控网络运
行情况，每两小时发布一次网络运行情况，及
时发布告警信息、天气预警，应急通信保障联
络员保持24小时通信畅通，及时上报保障信

息；启动灾害天气通信保障应急预案，全省
所有应急通信车、应急电源车处于随时待命
状态，做好承担应急通信任务的准备。

截至12月30日13时， 湖南联通全省基
站停电369个，除怀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益阳、张家界通信网络受低温冰冻天
气和停电影响外，全省网络总体平稳，性能
稳定，网络质量整体良好。受暴雪影响全省
有238个基站退服。据统计，全省已累计派
出抢修人员325人次、车辆146辆次、油机85
台次。

联通力战暴雪严寒
确保全省通信畅通

湖南日报12月30日讯（记者 孟姣燕）
记者今天从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 因雨
雪冰冻天气，省内近200处景区（点）暂时
关闭。

截至12月30日13时，全省暂时关闭的
景区（点）如下：

长沙市：
天心区长沙生态动物园； 岳麓区岳麓

山-橘子洲、巴溪洲、洋湖湿地；开福区长
沙园林生态园；雨花区省植物园、石燕湖；
望城区黑麋峰、靖港古镇、雷锋纪念馆、书
堂山、柏乐园、新康戏乡、贝拉小镇；长沙县
杨开慧纪念馆、锦绣江南生态农庄、浔龙河
生态艺术小镇、湘丰茶博园、影珠山旅游景
区、天华山景区；浏阳市大围山，中澳蓝鹰，
石霜寺，花炮文化博物馆，象形景区；宁乡
市花明楼、千佛洞、天紫漂流、密印景区、迴
龙山、东鹜山。

株洲市：
炎陵神农谷、 茶陵云阳山、 攸县白龙

洞、仙人桥、醴陵清水湾畔、云龙水上乐园、
方特室外项目、芦淞区大京游乐项目。

湘潭市：
水府庙旅游区、万楼景区、昭山景区。
衡阳市：
衡山花果山景区、岣嵝峰景区、南岳中

心景区的环保车、索道停运。
邵阳市：
双龙紫薇公园、 湘窖生态文化酿酒

城、蔡锷故里文化博览园；绥宁县黄桑、寨
市；洞口县罗溪国家森林公园、毓兰半江，
高沙孝文化博物馆、 古楼茶文化生态园、
蔡锷故里古镇山门、洞口龙眼洞；新邵县
白水洞；城步县南山、白云洞；邵东县怡卉
园、翰林农庄、流光湖；隆回县花瑶景区；
武冈市嗨花弄、云山；邵阳县金江湖旅游
度假区、塘田战时讲学院；新宁县崀山、玉
女岩、满师傅文化旅游产业园、宛旦平烈
士故居红色旅游景区、刘氏宗祠、风神洞-
天坑、鲤溪漂流、夷江水上乐园、夫夷侯国
景区。

岳阳市：
君山岛、石牛寨、幕府山、张谷英村、相

思山、圣安寺、花语世界、团湖、置信游船、
五尖山。

常德市：
花岩溪、城头山、壶瓶山、彭山、夹山；

常德河街游船停航。
张家界市：
核心景区环保车停运，标志门至水绕四

门路段暂时封闭；森林公园内只开通森林公
园老磨湾至黄石寨索道路段；杨家界门票站
至龙凤庵环保车全线停运；天子山只有索道
线正常运行，老道湾提质改造闭园；宝峰湖
环保车停运；杨家界景区香芷溪至一步登天
已封闭；天门山景区盘山公路、玻璃栈道、山
上小索道关闭停运，只可索道上下；慈利县
五雷山景区、大峡谷景区关闭。

益阳市：
赫山区白鹿寺、花香农家乐；资阳区皇家

湖；大通湖区锅大渔村；东部新区天意木国；
桃江县竹海及沅江市、安化县景区均关闭。

郴州市：
东江湖、回龙山、王仙岭；熊蜂山禁止

车辆上山。
永州市：
舜皇山、阳明山、江华香草源、江永千

家峒、新田龙家大院、冷水滩敏村景区、祁
阳浯溪碑林、 祁阳陶铸故居、 祁阳八尺景
区、双牌桐子坳景区。

怀化市：
49家A级景区全部关闭。
娄底市：
除曾国藩故居、 蔡和森纪念馆之外的

13家A级景区全部关闭。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泸溪县浦市古镇、 马王溪、 天桥山景

区；龙山县惹巴拉；保靖县吕洞山；花垣县
十八洞、边城、金龙、古苗河；永顺县老司
城、猛洞河；吉首市矮寨奇观景区；凤凰县
沱江泛舟、乡村游、南华禅寺和神凤文化景
区；古丈县酉水画廊、坐龙峡、夯吾苗寨。

全省近200处景区暂时关闭

雪中有美景 应变不懈怠

湖南日报12月30日讯 （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罗长胜）12月29日晚，副省长、省公
安厅厅长许显辉连夜调度重点地区交通疏
导和事故预防工作，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省
委、省政府安排部署，切实做好雨雪冰冻天
气防范应对各项工作，全力遏制道路交通事
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许显辉听取了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关于
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情况的汇报，视
频调度了怀化、邵阳、岳阳、益阳、张家界等
重点地区以及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警局相
关支队路面交通、疏堵保畅、融雪除冰等工
作，并与现场执勤民警连线通话，向奋战在
抗冰保畅一线的公安民警致以慰问和感谢。

许显辉强调， 要针对易结冰路段和天
气变化情况，迅速调整警力部署，采取设置
警示标志、交通管制以及间断放行、分段放
行等措施，全力做好应对处置工作。要立即
报告当地党委政府、 协同相关部门开展交
通疏导、分流、应急救援和融冰化雪，严防
发生大面积、 长时间交通拥堵和重特大交
通事故。已发生车辆滞留的路段，要采取向
外省和周边地区分流、 警车带道压速通行
等措施， 尽快将滞留车辆安全带离结冰路
段并妥善安置司乘人员。 各级公安机关特
别是交警部门负责人要深入一线， 靠前指
挥，加强重点路段值守、重点车辆监管，切
实保障路畅人安。

许显辉调度重点地区道路交通疏导和事故预防工作

坚决遏制道路交通事故发生

湖南日报12月30日讯（沈正 ）今天上
午，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向群来到省政
府总值班室， 通过视频系统调度部署全省
抗击冰雪工作。

29日8时至30日8时，全省大部分地区出
现了降雪，湘西及湘中以北32个县市达大雪
量级、20个县市达暴雪量级； 省内72个县市
出现积雪，湘中及以南34个县市出现冰冻。

陈向群逐一调度了14个市州和应急、气
象、交警、高速公路、机场、电力等省直单位
应对工作情况。他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上
来，高度重视、密切配合，启动应急响应、及

时抢险救灾， 全力以赴保安全保畅通保稳
定。要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及时发布最新天
气预报，为党委政府决策和群众生产生活提
供参考。要保障高速公路、国省干道、城市道
路通行安全，交警、交通、市政等单位全员上
岗，发动干部群众扫雪除冰清障，疏导滞留
车辆和人员。要加强地铁、商场、景区等人员
密集场所安全管控，全面排查整改各类安全
隐患， 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要保证水、
电、气、食品、蔬菜等正常供应，维护正常市
场秩序。要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加强值守、恪尽职守，全
力夺取抗击冰雪的胜利。

陈向群调度部署全省抗击冰雪工作时强调

全力以赴保安全保畅通保稳定

湖南日报12月30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
讯员 柳青青）雨雪来袭，市民“菜篮子”如何
保障？各地商务部门积极应对，各大蔬菜批发
市场加强调度，目前省内蔬菜市场供应充足，
品种丰富，价格基本稳定。

据监测数据，今天海吉星、红星、大河西
三家蔬菜批发市场蔬菜交易量为1895.6万公
斤，批发均价为3.24元/公斤，总交易量环比
昨日的2400万公斤减少21.02%，价格环比昨
日的3.12元/公斤上涨3.18%。

长沙黄兴海吉星负责人表示，目前市场蔬
菜供应充足，品种丰富。为应对雨雪冰冻天气，
许多商户提前进货，市场蔬菜堆积如山。未来
如果雨雪冰冻天气持续， 市场将启动应急预
案，到春节前有计划地下拨3000万公斤储备蔬
菜，并采取减免进场交易服务费等举措，同时
加强市场价格和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

记者在长沙红星市场和长沙大河西蔬菜
批发市场看到，交易秩序正常，进出市场道路
畅通，蔬菜供应充足，交易价格较为平稳。市场
负责人表示，近日下游商户储备充足，今天来
市场采购商户因冰雪天气有所减少。

早在12月27日， 省商务厅就下发通知，要
求各市州商务主管部门妥善应对这次低温雨
雪冰冻天气，保障蔬菜、肉食等基本生活必需
品市场供应，稳定市场价格。根据通知要求，各
地商务主管部门引导企业积极组织货源，适当
增加肉、菜、禽、蛋、奶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库存，
确保销售不断档、不脱销。各地商务部门提前
与交通运输、公安交警部门衔接，落实绿色通
道政策，遇到道路阻塞、运输不畅的情况，优先
放行鲜活农产品运输车辆。商务部门还将联合
市场监管部门加大对欺行霸市、哄抬物价行为
打击力度，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

商务部门分析， 我省蔬菜供应主要以外
地菜为主，本地大棚反季节蔬菜为辅，目前市
场供应情况比较稳定； 如果低温雨雪天气持
续，后期价格可能有所上涨。省商务厅表示，
商务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加大对生活
必需品的调度，千方百计保障市场供应。

“菜篮子”供应充足
品种丰富价格基本平稳

湖南日报12月30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
讯员 梁绪勇 ）今天8时15分，长沙黄花国际
机场启动大面积航班延误蓝色预警， 机场临
时关闭。 省机场管理集团千余名员工赶赴黄
花机场，全力抗击冰雪。12时40分，机场恢复
通航；18时，恢复双跑道运行。

此次抗击冰雪， 省机场管理集团共投入6
台除冰车、18台场务车有序进行机械化除冰。
黄花机场通过中英文广播等不间断向旅客发

布即时信息，增开紧急柜台并协调各航空公司
增派柜台工作人员， 协助旅客办理退改签，安
排专门人员引导滞留旅客至休息区等候。休息
区专门设置数个烧水点为旅客提供免费热饮，
同时增加移动充电桩满足旅客需求。

为确保进出机场道路畅通，机场发动数
百名员工在航站楼内外车道、公共区人行道
等地扫冰除雪， 增开往返市区旅客接驳车
辆，打通人员、物资运输通道。

逾千名员工抗击冰雪

黄花机场恢复通航

12月30日15时06分， 国网长沙浏阳市供电公司员工在浏阳市葛家镇金源村进行线路巡
视，对可能危及线路安全的树竹进行清理。 代建春 曾舸 摄影报道

冰雪天气保用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