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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18日讯 今天，记者
从广铁集团了解到，1月18日6时
起， 石门至长沙铁路增建二线工
程（简称石长铁路复线）双线电气
化全线开通， 标志着石长铁路增
建二线工程全面竣工， 石长铁路
年货运能力将达到8800万吨。

据了解，石长铁路复线全长
262.8公里， 全线共设石门县北
站、常德站、益阳站、长沙西站、
捞刀河站等14个车站。复线开通
初期，每日将有23对客车途经该
线路开往北京、 西安、 上海、深
圳、长沙、张家界等方向，较复线
开通前增加5对客车， 且由于线
路电气化改造和复线开通，列车
运行时间也较之前有所缩短，让
旅客出行更加便利。

同时，石长铁路复线开通，将
进一步强化洛湛通道运输能力，
有效缓解北煤南运通道的“瓶颈”
制约，对完善区域交通网络，促进
湖南省“3+5”城市群建设和“两
型”社会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又讯 记者获悉，2016年1月
10日调图后，5趟开往长沙－常
德、石门北的列车，将于1月20日
起提速，每趟车在原来的基础上
节约40分钟左右。票价：长沙－

常德（29.5元），运行时间只需2
小时20分左右， 长沙－石门北
（41.5元）， 运行时间只需3小时
40分钟左右；从即日起，旅客可
以通过12306网站、 电话订票、
窗口售票、代售点等多种渠道购
买车票。

■记者 梁兴
通讯员 刘毅 张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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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雾致黄花机场早班航班无法起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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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18日讯 省气象台
预计， 本周会有持续的冷空气光
临湖南，特别是20日之后有一股
强冷空气来袭，21日-23日，省内
大部会出现小到中雪，部分地区
将落下大到暴雪。并且这一次，
省会长沙也将迎来今年第一场
雪， 之前羡慕张家界等地下雪
的长沙市民们可以嗨起来啦！

省气象台已发大雾预警

今天早晨我省大雾锁城，茫
茫大雾能见度急剧下降。 据实况
监测显示，今晨8时许，90县市弥
漫在一片雾气中， 其中长沙、娄
底、 邵阳等24地能见度不足200
米。昨天16时，省气象台已向公众
发布大雾预警，提醒市民防御。省
气象台预计，19日早晨湘东局地
仍有雾。

省气象台预计，本周会有持
续的冷空气光临湖南，特别是20
日之后有一股强冷空气来袭，这
场像样的冷空气还会致使大部
最低气温降至0℃以下， 气温也
会创入冬以来的新低。

21日湘北有大到暴雪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慧
表示，“20日至23日气温明显下
降，并将有低温雨雪冰冻天气，
大部最低气温在0℃以下，过程
降温幅度6～8℃， 最低气温将
降至-5℃左右， 并伴有5～6级
偏北大风。”其中，20日晚湘北雨

夹雪，其他以雨为主，其中湘中
局地中雨；21日湘北大到暴雪，
湘中雨夹雪， 湘南中雨；22日湘
中以北中雪， 局地有大到暴雪，
湘南雨或雨夹雪， 另外湘西、湘
中局地有冰冻。23日湘北转好，
湘南小雪， 湘中以南局地有冰
冻。

专家也提醒市民， 低温天
气及冻雨可能使得部分地区出
现道路结冰现象， 对交通运输
和公众出行将造成一定的影
响。如出现冻雨天气，市民应尽
量减少外出， 外出时做好防寒
保暖和防滑措施； 司机朋友请
减速慢行，不要超车、加速、急
转弯或者紧急制动， 应及时安
装轮胎防滑链。

具体预报如下：
18日：多云间晴天，最高气

温10～12℃，最低气温2～4℃；
19日：湘东多云转阴天，其

他地区阴天转小雨；
20日： 湘北阴天有小雨或

雨夹雪，其他地区阴天有小雨，
其中湘中局地中雨；

21日：湘北阴天有中雪，局
地大到暴雪， 湘中阴天有小雨
或雨夹雪， 其他地区阴天有小
到中雨；

22日： 湘中以北阴天有中
雪，局地大到暴雪，其他地区有
小雨或雨夹雪；

23日：湘北小雪转多云，其
他地区阴天有小雪；

24日： 全省大部分地区多
云到晴天。 ■记者 彭可心

目前， 西伯利亚正有
一股霸王级的寒潮蓄势待
发， 将在本周影响我国大
部地区。受其影响，南方将
出现大范围雨雪， 其中贵
州、湖南有冻雨，浙江中北
部局地有大暴雪； 同时强
冷空气将给中东部大部地
区带来6-8℃的降温，局地
降幅达10-14℃。

中央气象台预计，湖
南、 贵州的部分地区21日
至22日将出现冻雨天气；
上述地区主要雨雪时段在
20日夜间至22日白天，积
雪深度可达5～10厘米，部
分地区15～20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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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宝开通汽车购票
我省19县市汽车站可扫码购票

石长铁路复线建成通车
20日起提速不加价

本报1月18日讯 今年，全
国各大汽车客运站又增加了一
种新的售票支付途径，使用支付
宝扫描相应海报上的二维码购
票、售票窗口或自助售票机刷支
付宝， 就能方便地买到汽车票，
此外，用户也可以通过支付宝城
市服务平台的“汽车票”入口直
接购票， 然后去车站内取票上
车。

无需排队扫码购票

据悉，在春运期间，全国17
个省份的375个长途车站内，乘
客可尝试通过支付宝扫描站内
海报二维码购票、自助售票机及
人工售票窗口刷支付宝购买汽
车票。

记者了解到，我省目前有19
个县市地区开通了此项服务，分
别是常宁、城步、洞口、衡东、衡
山、衡阳、耒阳、隆回、南岳、祁
东、邵东、邵阳、绥宁、武冈、新
宁、新邵、云集、蒸阳、白沙洲等。
旅客在这些地方的车站只需打
开支付宝，扫描车站现场海报上
的二维码，在跳出的页面选择车
次信息， 完成支付即可实现购
票，取票之后即可出发。

“省时省力，汽车站买票不
用担心排长队了。” 客运站相关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有很多农民
工还是习惯在车站买票，用支付
宝支付既可解决找零问题，又节
约了购票等待时间。

预订过程不到3分钟

记者体验了一下，打开支付
宝，进入城市服务，在交通出行
大类中找到汽车票功能，选择到
达城市和出发日期，搜索、选定
车票后，确定并付款即可完成购
票。粗略计算，从打开支付宝到
预订完汽车票，整个预订过程不
到3分钟。 上车前只需取票即可
乘车，相比线下排长队购买汽车
票，确实要方便很多。

实际上， 对广大用户来说，
足不出户享受购买车票、转账付
款、生活缴费、挂号就诊等线上
线下服务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
分。支付宝公共服务事业部副总
经理刘晓捷表示，“借助移动互
联网和大数据，支付宝还将在未
来服务更多的城市和用户。”

小贴士：
在覆盖城市中，用户可通过

下列方式购汽车票：
1、 汽车站内支付宝海报上

扫描二维码，直接在手机上购买
该车站能买到的长途汽车票；

2、售票窗口当面付，扫二维
码就可以，就像在超市扫支付宝
一样；

3、自助购票机付款环节，可
直接用支付宝扫描二维码付款；

4、 直接登录支付宝－城市
服务－汽车票购买，然后线下取
票上车。
■记者 杨田风 实习生 何敏讷

相关新闻

霸王级寒潮来袭

很多人对2008年南方
低温雨雪冰冻天气都还
印象深刻，当时杭州最低
气温-4℃，南京最低气温
-8.5℃，长沙-4.7℃，南昌
-4.2℃，贵阳-6.3℃，给20
个省（区、市）带来了不同程
度的灾情， 尤其是贵州、湖
南、江西都遭遇罕见冻雨灾
害，冻雨导致道路和输电线
路严重结冰，造成的公路交
通瘫痪、电力受损、列车滞
留等都给人们的生产生活
带来了不利影响。

这次南方大范围的雨
雪冰冻天气有没有2008年
那次强呢？ 中央气象台首
席预报员张涛表示， 这次
的低温雨雪过程不会有
2008年那次严重， 但是仍
然会给春运带来一定的不
利影响， 对这次过程仍然
要加以重视， 公众需提前
做好相应防范工作。

■据央视

分析

本次冰冻强度
不及2008年

本报1月18日讯 今日清
晨，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受大雾
天气影响， 跑道视程低于起降
标准， 造成所有进出港航班无
法 正 常 起 降 。 其 中 包 括
BK2925、MF8503、 CZ3723等
8 个 出 港 航 班 及 8L9823、
HU7323、MU5323等16个进港
航班。

为确保每一名旅客的正常
出行， 黄花机场将及时通过广
播和屏显系统发布航班动态，
协助航空公司做好旅客的改
签、退票手续的办理工作，妥善
做好了对旅客的解释、安抚、安
置、疏导等服务工作，为旅客营
造良好的乘机环境。

■记者 梁兴

“霸王”寒潮来袭
长沙将迎今年首场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