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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2月30日讯 （记者 王晗）
雪片纷飞，冰封地冻……12月30日，元旦
小长假第一天， 省会长沙成了雪白的世
界。暴雪之下的城市，市民生活安定有序，
道路交通秩序井然。

受强冷空气影响， 长沙当日持续普降
大雪，大部分地区积雪达到10厘米以上。雪
情就是命令。 长沙市委、市政府要求各级各
部门把雨雪冰冻天气防范应对作为当前一
项重要任务，责任到人、任务到岗、措施到
位，全力战胜雨雪冰冻灾害，确保人民群众

生产生活安定有序。
今天13时，长沙启动低温雨雪冰冻灾

害Ⅲ级应急响应。 全市公安、城管、市政、
电力等相关部门及各县（市、区）迅速动
员，科学处置，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处置积
雪、疏导交通。

确保雪天安全出行是一大重点。 长沙
交警提前开展专题研判，发布预警提示信
息。 今天下午，长沙交警已启动二级应急
勤务，全警停休，出动警力2160人，重点对
过江桥梁、隧道、高跨桥、万家丽高架快速

路、出入城道路及易结冰、易冰冻路段的交
通管控。 每天6时至24时不间断巡逻，0时
至次日6时每两小时收集上报一次路况。
目前，长沙城区交通秩序正常，暂无因结冰
影响交通的路段。

市城管局以雪为令， 展开“清雪战
役”。 长沙市各级城管部门早安排、 早谋
划、早落实，积极备战，在防冻物资设备调
拨、桥梁结冰情况实时巡查等方面已全面
做好防范准备。 市城管应急中心、各区城
管执法、环卫、市政、园林部门已出动人员

3600人次、各种设备147台次，不间断开
展扫雪除冰。

暴雪临城，给市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供电、供水、医院等民生保障单位纷纷“各
显神通”， 最大限度保障市民生活安定有
序。 国网长沙供电公司精心制定保电方案，
及时排查并消除设备缺陷。 从27日起，每天
出动500余人、 车辆120余台， 对浏阳蕉溪
岭、 宁乡沩山等90个观冰哨点开展现场观
冰；同时,安排百支电力抢修队24小时待命，
抢修电网故障。

� � � �湖南日报12月30日讯 （记者 李国
斌 通讯员 肖强 杨哲）今天长沙交警发
布消息，受冰雪恶劣天气影响，路面交通
事故多发，12月29日晚10时至30日下午
3时，长沙交警122接报警中心共接到报
警电话1895起， 其中交通事故报警600
起，分别较上周同期上升75%和90%。

12月29日晚， 长沙城区北二环、
西二环以及三汊矶大桥、 福元路大桥、
湘府路大桥均出现结冰造成事故的情

况， 大多是因为路面湿滑导致的追尾、
剐蹭事故。

针对冰雪恶劣天气期间事故多发
的情况，长沙交警积极协调保险协会，
临时调整了近期快处快赔服务点的作
息时间和业务受理范围。 将节假日9时
到17时的工作时间延长至19时， 并且
将夜间22时以后不符合快处快赔时间
段的轻微交通事故也纳入受理范围。

同时， 各勤务大队重点加强对过

江桥梁、隧道、高跨桥、万家丽高架快
速路、出入城道路以及易结冰、易冰冻
路段的交通管控。

长沙交警提醒，冰雪恶劣天气，请
尽量减少驾车出行， 特别是不要驾驶
电动车、摩托车、微型面包车等容易打
滑的车辆。 如发生轻微交通事故，拍照
后迅速撤离， 前往就近的快赔服务点
处理，以免妨碍其他车辆通行，引发二
次交通事故。

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刘玉芳

12月30日上午11时，在素有“天险
公路”和“公路奇观”之称的209国道矮
寨坡脚，10多辆大小车辆或在等候，或
在上防滑链条。 在此执勤的矮寨交警，
严格检查车辆是否有防滑链条， 没有
的话，一律不能继续往上行驶。

采访车沿着盘山雪路上行， 车轮
碾压着厚厚的积雪， 发出吱吱嘎嘎的
声响。

到达“中国公路第一立交桥”下方
时，记者发现，路面上的积雪，被堆到
了公路两边， 公路上露出了青色的水
泥路面。

在立交桥上方连续转弯的最陡峭
处，穿着“湘西公路”“应急抢险”“吉首

公路”等黄马甲的工作人员，沿着公路
排开，挥舞着铁锹，将公路中央的积雪
铲向两边。

水泥护栏边，插着鲜红的党旗，在
满是白雪的世界里，格外引人注目。

此时，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公路
管理局局长沈世锋与吉首市公路管理局
局长宋秀华，正在与大家一同铲雪。

铲雪的队伍，一路向上移动。 在湘
川公路死难员工纪念碑处， 自治州公
路应急抢险中心的党员们， 展开了一
幅长长的红色横幅———州公路应急抢
险中心主题党日活动。

沈世锋告诉记者， 自治州公路管
理局系统这天来到现场铲雪的干部职
工有105人，有一大半是党员。 把主题
党日活动搬到铲雪除冰现场来， 是对
党性的锤炼。

宋秀华则告诉记者， 吉首市公路
管理局今天来铲积雪的干部职工有40
多人， 前一天就安排人员在矮寨坡头
道班里值班。

她指着身边唯一没穿黄马甲的秦
阳杰说：“他是工会的干部， 本来在扶
贫， 昨天回到局里， 听说今天要来铲
雪，就主动来了。 ”

黄马甲们向上移动， 红旗也就向
上移动。 来到坡头道班，对面也有两面
党旗， 分别是吉首市公路管理局党员
突击队和巾帼建功队带来的。

党旗，就是力量；党旗，更是引领。
党旗下， 是党员干部与职工们忙碌的
身影。

12时20分，“公路天险”最高处———坡
头道班前的积雪铲除完毕， 一辆辆挂
着各地牌照、装着防滑链的车辆，依次
安全通过。

冰雪中的天险公路，经过4个多小
时的紧张抢险，通了！

长沙：暴雪临城 应对有序

雪天路滑长沙交通事故报警增多

矮寨坡上党旗红

� � � �湖南日报12月30日讯（通讯员 杨雄春 马朝
辉 记者 严万达）12月30日早上6时30分，蓝山县
飘起了雪花，省道S216线永连公路蓝山县岭脚至
南风坳路段路面出现结冰。蓝山县公路局养护负
责人杨帆带领应急小分队30余人，紧急奔赴南风
坳开展撒盐融冰。

南风坳处在蓝山和广东连州交界的风口上，
结冰最厚的达到3厘米。 应急小分队先用融冰车
进行融冰，只见车子前面的铲子缓缓启动，把冰
层铲松， 车子尾部的舱口上融雪剂喷涌而出，在
路面上旋转起一朵朵小花，坚硬的冰层开始一点
点消融。

“大家跟我来！”省道S216线牛塘口大桥被冰
雪覆盖，杨帆带领应急小分队手拿铁锹进行人工
铲冰。 刺骨的寒风一阵接一阵，抢险小分队三五
人一组配合铲冰，边铲边撒融雪剂，现场干得热
火朝天，桥面上的冰雪很快被清理干净。

“S216线岭脚至南风坳路段路面结冰，其中
K155至K165南风坳路段车辆无法通行……”收
到县公路局融冰保畅微信群里发出的求援消息，
蓝山县公路局养护股股长邓明清带队，开着铲车
和工具车赶赴南风坳紧急支援。邓明清在搬运融
雪剂时不慎滑倒，但强忍着疼痛，坚持在现场指
挥车辆除冰。

上午11时30分，经过5个小时的努力，蓝山岭
脚至南风坳路段20公里的路面终于抢通，受阻路
段恢复通行。 过往车辆鸣笛示意，顺利通过南风
坳。

5小时抢通南风坳

� � � � 12月30日， 凤凰古城迎来入冬首场降雪。 雪后的凤凰古城一片银装素
裹，山峦、城墙、房屋、树木更显秀美，宛如一幅清新淡雅的水墨画。 刘伟 摄凤凰古城 雪景如画

� � � �湖南日报12月30日讯（记者 王文 通讯员 肖日凡）长
沙市住建委今天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全市所有在建工地暂
停室外作业。 从今天13时起，住建系统启动低温雨雪冰冻
Ⅲ级应急响应，全力应对低温雨雪冰冻天气。

长沙市住建委要求各施工单位加强低温冰雪天
气施工现场巡查工作，对施工安全管理、施工现场存
在严重安全隐患的建设项目， 一律责令停工整改；加
强对深基坑、高边坡及暗挖工程、建筑起重机械设备、
脚手架及模板支架、高处作业、现场消防安全的安全
监管，安排专人进行巡查，及时排查安全隐患并整改
落实，确保工程自身及周边环境安全；做好设备基础
的检查监控，提高设备防冻、抗大风、防倾覆、防坠落
能力，登高作业人员必须穿防滑鞋、戴防护手套等用
品，并按要求正确戴好安全帽、系好安全带；遇到大
风、大雾或雨雪冰冻等恶劣天气要立即停止室外高处
作业，严禁强行组织施工。

长沙 所有在建工地
暂停室外作业

� � � � 湖南日报12月30日讯 （通讯员 李孟玲 记者
李秉钧）今天，郴州市雨雪来袭，到处白茫茫一片，部
分县市还出现道路结冰，交通受阻。 为了保障全市医
疗临床用血安全，郴州市中心血站早部署、早行动，
全力保证血液供应充足、及时、安全。

该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对血站水电供应
设施、采供血设备进行深入核查，做好采血车、送血
车等车辆出行防滑防冻措施。 同时，市中心血站还与
各县市中心储血点、储血库紧密联系，了解全市血液
库存情况，特别是汝城、桂东等距离市城区较远的县
市，及时安排送血，保证各种血型血液均有储备。

该市在城区兴隆步行街、人人乐购物广场、五岭广
场等5个街头献血点，招募符合献血条件的市民献血。安
排采血车前往宜章县、临武县、桂阳县等县市进行献血
招募。 目前， 仅该市中心血站备有各种血型血液库存
1270多袋。

郴州 血站全力保障
血液供应

� � � �湖南日报12月30日讯（记者 田育才）12月29日晚
至30日，张家界市普降大雪，气温骤降，部分地区积雪
厚度达10余厘米。 该市迅速启动冰雪天气应急预案，
发动广大干部群众全力以赴应对冰雪天气。

取消休假、全员上岗，保民生、保畅通、保安全……面
对雪情，张家界市积极应对，主要负责人靠前指挥，公安、
交通、旅游、城管等部门全员出动，党员干部冲在一线，志
愿者和社区群众积极参与，确保城区主干道畅通，确保民
生需求有效供给，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早上五六点钟起来开始撒盐、除冰，让路上的车
辆、行人好走一些。 ”一大早，环卫工人吴庆就忙碌起
来。 他告诉记者，城管部门实行24小时值班，对城市道
路尤其是桥梁、 高速出入口等重点交通节点进行除雪
融冰，确保道路畅通。

国网张家界供电公司也启动电网覆冰蓝色预警，
重点做好电力线路巡视维护、冰情监测、除冰融冰以及
抢修抢险等工作，目前已经投入观冰、抢修人员300余
人次，车辆50余台次。 自来水公司对应急供水、市民供
水及管网抢修等工作进行了精细分工，责任到人。

为了让游客安全赏雪景， 张家界各大景区纷纷启
动应急预案，设置标示标牌，提醒游客注意安全；对游
步道积雪进行清扫，清除游客脚下安全隐患。

�张家界 全力应对
冰雪天气

� � � �湖南日报12月30日讯 （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徐
正茂）大雪纷飞，感动常在。今天上午，常德市一名男子
醉酒后栽倒在雪地里，好在被人及时发现，后经警方送
医救治脱离险境。

上午9时许， 常德市公安局武陵分局处警防控一
大队接到群众报警称， 在常德大道和高专路交会处，
一名中年男子倒在雪地里。 值班民警钟吉卫立即带队
赶到现场，发现这名男子浑身散发出浓烈的酒气，已经
神志不清，其面部冻得发紫，嘴唇发乌。 他身上穿的睡
衣被雪水浸透，胸前满是呕吐的秽物。

天气严寒，情况危急。 民警当即和热心群众一起，将
男子搀扶进警车里取暖，并拨打120急救电话。雪天路滑，
车行缓慢，为了不耽误救治时机，警方和医院采取接力护
送的方式，终于在建设东路附近将男子移入急救车。

经诊断， 男子系醉酒导致不省人事。 在医院及时
救治下，该男子目前已无大碍。

常德 男子醉卧雪地
警民联手救助

� � � � �荨荨（上接1版①）
近年来，株洲市委、市政府大力推动清水塘

老工业区内企业关停转型，将企业关停与资产收
储、转移转型、环境治理、新城建设、产业导入同
步推进，创新工作方法，以奖补政策引导和执法
督促相结合，探索出一条“收储+奖补+转型支持+就业
帮扶”的处置企业土地资产、鼓励企业退出的清
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新路子。

在关停清水塘老工业区企业的同时，株洲市
启动了企业场地及全区域的污染治理，开展生态
修复工作，兴建绿色工程，环境质量明显好转。目
前， 湘江株洲段水质达到国家Ⅱ类标准，2018年
空气优良天数已达286天。

此外，株洲还制定了《清水塘生态科技新城
控规调整方案》， 昔日的工业污染区将被建设成
一座包含科技创新板块、工业文化旅游休闲板块
和口岸经济板块的产业新城。

� � � � �荨荨（上接1版②）
醴陵压气站项目于2017年7月正式启动。为了确

保醴陵压气站按期投产，湖南省各级地方政府给予大
力支持，中国石油西气东输管道公司科学筹划，各参
建单位精心组织、艰苦奋战，克服了工期短、连雨天及
外协量大等一系列困难和问题， 于2018年10月30日
完成醴陵压气站与主干线一级动火连头；11月28日，
实现外电正式送电；12月27日，全站天然气置换升压,
醴陵压气站压缩机同日正式启机；12月29日， 完成压
缩机组升压测试并投产进气。

目前，我省天然气供应主要依靠西二线樟树-湘
潭支干线及忠武线潜湘支线。其中，经过醴陵的樟
树-湘潭支干线承担了湖南省约70%的天然气供应
量。醴陵压气站投产后，天然气输送能力由40亿立方
米/年增至55.6亿立方米/年，提升15.6亿立方米/年，可
极大缓解湖南省用气紧张问题。

� � � �湖南日报12月30日讯 （记者 肖军）
“你们的帮助， 让我们感受到了怀化温
度。”12月30日，接过洪江市安江镇政府干
部送来的食品、开水，被困在沪昆高速安
江路段的旅客向群连声道谢。 当天，大雪
纷飞、 天寒地冻，87辆长途大巴与大货车
约1100余名司乘人员滞留在这一路段，安
江镇党委、政府及时组织干部职工和志愿
者开展救援。

12月27日以来， 怀化市持续低温雨
雪冰冻天气， 全市自北向南出现雨夹雪

转冰冻天气， 造成路面结冰， 道路、 桥
梁封冻。 灾情发生后， 怀化市委、 市政
府积极应对， 科学组织， 奋力抗灾自救，
并于30日15时启动防雨雪冰冻Ⅲ级应急
响应。 市委、 市政府主要领导多次进行
部署和调度， 并赴电力、 高速公路、 供
气、 供水、 交警等部门检查相关应对工

作。
全市各级各部门迅速反应， 迎雪而

上， 扛起责任和担当， 用行动消融漫天
冰雪。 鹤城区出动城管队员600多人次，
对城区52座积雪桥梁进行除雪撒盐， 确
保城区道路畅通。 市供电公司59条线路
发生覆冰， 停运18条， 该公司组织了10

余支党员突击队抢修， 目前停电用户已
恢复45.1%。 13个县 （市、 区） 国、 省道
干线因道路结冰积雪封闭或管制路段，
当地交通运输部门正全力以赴保畅通，
芷江G20目前已抢通。

怀化市委、市政府要求，在抗击冰雪
过程中，要做好滞留车辆、人员的防寒、防
冻支援救助及滞留人员的生活必需品的
供应，搞好心理疏导，抓好孤寡老人、流浪
乞讨人员等弱势群体的生活保障，让他们
感受到党的温暖。

“感受到了怀化温度”
怀化干群全力迎战冰雪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12月 30日

第 2018357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962 1040 20404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819 173 314687

1 74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12月30日 第2018153期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1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289528301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4
二等奖 13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000000
2 20531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259
58445

1096798
8506891

38
2174
39792
315013

3000
200
10
5

1107 23 25 3117

冰雪天
供应足

12月30日，长沙市天心区
华盛农贸市场， 市民在选购蔬
菜。 当天，省会长沙普降大雪。
由于各大农贸市场提前备足了
货品，粮油、水产、禽蛋、生禽价
格暂未出现变化。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 � � � �荨荨（上接1版③）
据悉，巴陵戏是此次我省唯一晋京演出的地

方剧种，出阵演员是国家一级演员、巴陵戏省级
传承人李政红。

30多年来，李政红主攻巴陵戏，形成了唱
腔隽永柔婉、表演端庄持重、刻画人物细腻传
神的个人风格 。曾在《胡马啸》中饰演“赵缨
络”并参加全国“天下第一团”优秀剧目展演，
获原文化部颁发的优秀配角奖；在《今上岳阳
楼》中饰演“杨景贤”，获田汉表演奖。她曾荣
获1993年、1996年“湖南省优秀青年演员”称
号。

这是继参加文旅部组织的2018戏曲百戏（昆
山）盛典之后，巴陵戏再次登上全国最高戏曲展
示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