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释疑

8月3日，长株潭城际铁路生态动物园站，工人们在站台上安装“芙蓉南站”标识挂牌。 记者 赵持 摄

台风“妮妲”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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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3日讯 今天上
午，省人民检察院和省司法厅
联合召开我省全面推进人民
监督员管理改革工作会议。会
议下发了《湖南省人民监督员
选任管理改革工作实施方案》，
年满23岁、 高中及以上文化程
度的中国公民可以担任人民监
督员，以监督检察院在立案侦查
案件工作过程中的多种情形。

记者了解到，人民监督员
分为省院人民监督员和市院
人民监督员。省人民检察院人

民监督员每届任期五年，连续
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不得同时
担任两个以上检察院人民监
督员。人民检察院选任管理人
民监督员的职责交由司法行
政机关承担。

据悉， 本次将选任省人
民检察院人民监督员100名，
凡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年满二十三周岁， 品行良好、
公道正派，身体健康，具有高
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中国公民可
以担任人民监督员。 几类人不

能被选为人民监督员： 一是因
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被开除公
职的， 二是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组成人员、 政法系统在
职工作人员以及人民陪审员。

现场报名地点设在省司
法厅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一
楼，网络报名者可将报名材
料制作成电子版，发送至指
定邮箱 hnrmjdy@126.com。
8月5日开始报名。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余筝
杨文亮 通讯员 唐文健

本报8月3日讯 今日下午6
时起， 长沙城区部分地区突降雷
雨， 不少下班赶路的市民措手不
及。入夜之后，城内仍雷电不断。
受台风“妮妲”影响，昨天湖南大
部地区出现降雨， 华容县遭遇大
暴雨。

省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台
风外围云系对湖南的影响趋于减
弱停止，省内多阵性降雨，湘西局
地有中到大雨。

湖南多地等来“退烧雨”

监测显示，2日8时至3日8时，
我省最高气温普遍在35℃以下，
全省平均最高温33.2℃，较前日下
降3.8℃， 仅龙山出现了37.4℃的
高温，相比2日59县市出现37℃或
以上高温，范围及强度明显缩减。

昨天， 湖南大部地区出现降
雨，以小到中雨为主，张家界、蓝
山、安乡等地出现大雨，其中华容
遭遇111.3毫米大暴雨， 最大小时
雨强达106.5毫米。

强降雨还让华容县多个路段
出现内涝，交通受到一定影响。此
外，多个乡镇大量农田被水淹没，
农作物受灾严重。

昨日8时至17时，湘中以北地
区的新化、桃源、沅陵、慈利等县
局地暴雨、大暴雨。

未来一周省内多阵雨

省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台
风外围云系对湖南的影响趋于减
弱停止。 未来一周省内多阵性降
雨， 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将逐渐
解除。

记者从省防指获悉， 根据最
新分析，今年第4号台风“妮妲”
已于8月2日23时在广西来宾市
金秀县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之
后其强度进一步减弱，其外围云
系对我省的影响已基本结束。3
日12时起， 我省解除湘东南、湘
西南地区暴雨（台风）气象灾害
IV级响应。

气象部门提醒， 虽然今起台
风“妮妲”对湖南的影响减弱，但
本轮降水可能与前期汛情发生叠
加效应， 特别是湘南大部分区域
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风险较
高，需加强防范。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蒋丹

本报8月3日讯 乘坐长
株潭城际铁路到汽车南站的
市民，记得在“洞井站”这一站
下。自本月初开始，长株潭城
际铁路进入为期一个月的静
态验收阶段，在票务政策拟定
同时，长株潭城际铁路的部分
车站站名也做了更换。

共有7座车站更名

上午十点，长株潭城际铁
路生态动物园站内，工人们正
在安装入口闸机及自动售票
机等设备。

生态动物园站是全线装
修最快的车站。顺着手扶梯上
到二楼候车层， 可以看到高架
月台两侧已经装好安全屏蔽门，
工人们正合作把刚运来的“芙
蓉南站”标识牌挂上站台顶。

生态动物园站是车站的
设计站名，芙蓉南站是新批
准的站名，包括生态动物园
站在内，长株潭城际铁路共

有 7座车站的站名做了更
改。其中，3个在长沙段，4个
在株洲段。

“车站命名首先是不能重
名， 其次是不能用名人名字
或带商业性质的站名， 另外
还要体现所在地的特色。”省
城际铁路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因此，汽车南站被改
成了“洞井站”、中信新城站
被改成了“先锋站”。

11月开始不载客试运行

历经六年多建设后，今年
8月1日开始，长株潭城际铁路
进入静态验收阶段。

静态验收将持续1个月，
期间，工作组将在不跑车的情
况下对线路进行检查，以确认
城际铁路是否按设计完成且
质量合格，系统没备是否已安
装并调试完毕。 对发现的问
题，工作组将在提出处理意见
和整改期限后再做复检。

静态验收完成后，长株潭
城际铁路就将开始动态的全
线联调联试，11月份， 列车将
上线不载客试跑。

定价首先考虑社会效益

长株潭城际铁路的票务
政策正在制定中，省发改委价
调处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正
在就长株潭城铁做成本测算。

“长株潭城际铁路属于公
共事业，票价首先要考虑的是
社会效益。”该负责人介绍，其
次还要考虑其他可替代交通
工具的比价关系。

另外，票务政策制定还将
考虑企业投资和市民可接受
能力。

这名负责人介绍，长株潭
城际铁路票价将可能首先采
取“试行价格”的方式，票价拟
定后将提前向社会公示。

■记者 叶子君
实习生 肖宁源 周莉 孙玲芝

办身份证别扎堆
哪个派出所都行

本报8月3日讯 暑期来
临， 长沙市公安局办证大厅
也迎来了办证高峰， 不少市
民排队等候递交申请， 忙着
办理各种证件， 大厅内一片
忙碌。其实，长沙市民办理身
份证大可不必扎堆， 家门口
的派出所就可以办理， 方便
又省事。

除首次申请第二代居民身
份证外， 属于长沙地区户籍居
民（含长、望、浏、宁）办理居民
身份证，按就近办理的原则，可
由办证者本人带户口簿或身份
证原件到全市任意一个派出所
二代证办证点办理， 或者到各
分区县市公安局办证大厅、市
政务服务中心、 市公安局办证
大厅办理。 首次办理第二代居
民身份证的市民， 需向常住户
口所在地的公安机关申请领取
居民身份证。

湖北、重庆、天津、浙江、江
西、安徽、河南、四川、江苏、吉
林等十省市居民办理身份
证， 由办证者本人带户口簿
或身份证原件等公安机关核
发的有效证件、 学生证到市
公安局办证大厅或市政务服
务中心办理。

■记者 黄娟 实习生 汪梦媛

“妮妲”拐个弯，长沙迎来“退烧雨”
气象部门提醒：本轮降水可能与前期汛情产生叠加效应

长株潭城铁11月不载客试运行
“汽车南站”改称“洞井站” 票务政策正在制定

省检察院选100名人民监督员，等你来报名
凡年满23岁、高中及以上学历均可

公安提醒

不少市民有疑问：“妮妲”不是
影响湘南吗， 为什么湘北暴雨？专
家解释，这是“台前飑线”的原因。

台前飑线是指： 台风外围前
部的强对流回波带， 呈条状的对
流云群。 台前飑线为台风来临的
前驱表现， 常可出现在台风来临
前的10小时到两天内。 台前飑线
带来的天气现象也是大风大雨，
但比台风本体带来的大风大雨要
小， 持续时间也不长， 多为雷阵
雨，并还常伴有冰雹。

我省进口奶粉
成享受优惠最多商品

本报8月3日讯 随着全国
自贸区战略不断推进， 我省优
惠贸易协定项下受惠进口显著
增长。今天，记者从长沙海关获
悉， 上半年全省优惠贸易协定
项下进口商品货值59890.23万
元，同比增长83.21%；关税优惠
3928.44 万 元 ， 同 比 增 长
90.72%。

目前， 我国与有关国家
和地区签署自贸协定共计19
项， 主要包括亚太自贸协定、
中国东盟自贸协定、中澳自贸
协定、 中韩自贸协定、ECFA
和CEPA等，实施优惠的主要
手段是外贸企业通过申领原
产地证书获得关税减免。

上半年， 全省受惠进口商
品达129种， 同比增加34个，其
中，棉纱、乳基营养粉和奶粉、
塑料及橡胶制品等是优惠贸易
政策的主要受益商品， 如全省
进口乳基营养粉和奶粉累计免
税440.6万元，成为享受优惠最
多的商品。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黄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