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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14日讯 今天早上，我
省各地迎来低温天气，省会长沙早上
8时许气温也仅6℃左右。 省气象台
预计， 未来一周冷空气活动频繁，平
均气温较低，18日前后最低气温降
至0℃左右。

实况统计显示，13日08时至14
日08时， 全省大部分地区出现小到
中雨， 其中湘中局地出现中到大雨；
最高气温湘东南8-10℃， 其他地区
5-7℃；最低气温湘东南5-7℃，其他
地区3-5℃。

省气象台预计， 未来一周冷空气
活动频繁， 冷空气影响湖南的时段为
14日-17日，还有19日。预计14日-15
日全省阴天有小雨， 湘西北局部山
区有雨夹雪或冻雨。15日晚-16日省
内风力加大到4-5级， 最高气温在
7℃左右。17-18日部分地区有霜冻，
18日前后最低气温降至0℃左右。

近期冷空气活动频繁， 阴雨居
多，公众需关注降水对交通出行的不
利影响，注意防寒保暖，适当锻炼身
体。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谭萍

一、调好火焰：火力大小可
根据锅的大小来决定，火焰分布
面积与锅底相平为最佳。

二、避免烧“空灶”：把食材
准备好再点火做饭，避免烧“空
灶”。炖汤时先用大火烧开，改小
火保持锅内沸腾即可。

三、少“蒸”多“焖”：做饭时
最好不要用蒸，蒸饭所耗用的燃
气是焖饭的3倍。

四、避免水渍：保持炊具清
洁、干爽，以便使热能尽快传递，
从而节约用气。

五、干净整洁：定期清洗出
火口， 避免因灰尘堵塞而影响
火力。

湖南发布天然气供应黄色预警,长沙启动天然气保供方案

对本年度购气满1500m3的居民限购
眼下，随着气温降低，我省也迎来冬季用气高

峰。12月14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从中石油西气东
输长沙管理处获悉，随着降温降雨，我省13日天
然气用气量跃至880万立方米， 创下近日单日用
气量的新高。

受上游资源供应不足和天然气新增需求大幅
增长等多种因素影响， 我省也面临天然气供应紧
张局面，据预计，今冬明春，我省天然气供应缺口
或约1.4亿立方米。目前，我省已启动天然气应急
预案， 发布全省天然气黄色应急预警信息， 其中
长沙从12月15日起启动三级应急预案以保障居
民的基本生活用气。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肖雅庭 马宁

目前，中石油是我省管
道天然气唯一供应单位。中
石油西气东输管线在湖南
共有7个分输站， 分别设在
长沙、株洲、湘潭、岳阳等
地。14日， 记者从中石油西
气东输长沙管理处获悉，由
于天气寒冷，湖南天然气用
气量飙升，昨天西气东输在
我省的天然气日供气量跃
增至880万立方米，7个分输
站中长沙分输站日分输量
最大，达494万立方米，双双
创下近日来的最高值。

中石油西气东输长沙
管理处提供的数据显示，今
年入冬以来用气量最多的
一天出现在11月30日，当

天，我省的日用气量由今年
10月的700万立方米跃增至
1000万立方米， 环比增长
43%，其中长沙分输站日供
气量达到520万立方米。该
管理处有关负责人说，“长
沙分输站供气范围包括长
沙及往常德、张家界方向供
气的长常支线。”

据介绍，2016年中石油
供给湖南的天然气全年供
应量为24.18亿立方米；今
年该公司计划全年向我省
供给天然气26亿立方米，
“今天（12月14日）为止，已
向湖南输送了24.6亿立方
米的天然气了，已超过去年
全年的输气量。”

随着各地铁腕治霾，尤
其华北和华东地区大范围
实施煤改气工程， 入冬以
来，全国一些地方天然气供
应面临异常短缺的紧张状
况。据了解，今年全国天然
气气源缺口超100亿立方
米，11月以来， 全国部分城
市已采取停限气措施来进
行缓解， 其中呼和浩特、许
昌、南阳、临沂等城市均已
启动应急供应预案。

天然气用户的增多，也
增加了用气需求。 据了解，
截至目前，仅在长沙，长沙
新奥燃气已开通居民用户
155万户、 工商用户1.2万
家、CNG加气车辆近2万台；
且民用壁挂炉发展迅猛，目
前已在册民用壁挂炉12万
余户，冬季低温天气时采暖
炉用户每日消耗天然气约
200万立方米。

受上游资源供应不足
和天然气新增需求大幅增
长等多种因素影响，我省也
面临天然气供应紧张局面。
据长沙新奥燃气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自11月下
旬开始， 由于上游气量减
少，长沙市的气量指标被削
减，每日供应缺口达40万至

100万立方米。 根据上游资
源匹配计划预测，今冬明春
长沙市气量缺口超6000万
立方米， 高峰日缺口150万
立方米。

据湖南省经信委发布
的信息显示，我省天然气需
求峰值目前保持在1100万
立方米/天左右， 去年同期
为751万立方米/天，同比增
加了46.5%。期间，省政府及
有关部门加强了资源调配，
中石油调配到湖南地区天
然气资源从10月的660万立
方米/天增加到11月的800
万立方米/天，并在12月增至
850万立方米/天左右，已超
出去年同期供气量。 然而缺
口仍然存在。据介绍，目前全
省平均日供应缺口约为200
万立方米， 最高日供应缺口
达到250万立方米左右。

随着我省气温进一步
降低，预计天然气需求最高
峰将达到1200万立方米 /
天， 供应缺口将再拉大。据
预计，今冬明春（2017年11
月至2018年3月），我省天然
气需求总量预计约为15亿
立方米，目前我省落实天然
气量计划仅为13.6亿立方
米，供需形势严峻。

我省积极协调增加资
源供给，并召开紧急会议专
题研究部署，要求相关市州
做好天然气供应紧张情况
下的应急工作。 省经信委协
调和督促燃气企业继续采购
LNG（液化天然气） 供应管
网， 全力保障居民基本生活
需求； 组织相关市州经信部
门和燃气公司协调动员当地
部分有双能源供应的企业主
动让气， 通过错峰适当压减
非民生类普通工业用户用气
量，合理分配资源。

近期，我省燃气供应企
业高价采购LNG（液化天然
气）应急，将天然气供应不
足影响降到最低。

目前，我省已启动全省
天然气应急预案，发布全省
天然气黄色应急预警信息。
据介绍，下阶段，在优先保
障重要单位和民生用气的
前提下，我省将主要采用组
织工业企业错峰用气、避峰
用气等措施，努力减少天然
气需求缺口，并继续组织使
用双能源的企业主动让气；
指导各地燃气企业对使用
天然气壁挂炉采暖的用户，
采取一定的限供措施，重点
保障民生基本需求。 同时，
倡导全社会节约用气。

为保障我省天然气的
正常供应，各输气站也加强
了对应急预案的学习和演
练，并制定了各类应急状况
下的资源配置方案，加强和
相关部门的沟通对接，确保
应急情况下实现紧急联动，
以提高冬季应急处置能力。

14日，记者从长沙新奥燃气公
司获悉， 为确保管网运行安全，保
障长沙市居民的基本生活用气，
经长沙市政府批准， 长沙出台天
然气保供方案，从12月15日起，启
动三级应急预案，即：对具备双能
源的工商业用户采取停供措施，
要求其启动备用能源； 本年度天
然气购气量已满1500立方米的居
民用户限购， 每天限购天然气15
立方米。长沙新奥燃气公司呼吁全
民节约用气， 室内供暖温度设置
不高于 20℃ ， 在高峰用气时段
（11：00-13：30和 17：00-19：30），
尽量不要同时开启多个燃气设施。
另据透露，在长沙，接下来，如果供
气紧张局面加剧，使用天然气壁挂
炉采暖的用户或将面临限气。

另据了解， 长沙市能源局14日
也开展了节能执法检查， 对世纪金
源大饭店、 运达喜来登大酒店等进
行巡查。

降温降雨
湖南天然气用气量飙升

今冬明春
我省供应缺口约1.4亿立方米

全省启动应急预案
优先保障民生用气

长沙启动三级应急预案，呼吁节约用气

冬季节约用气小窍门

今天湘中以北山区或现雨雪冰冻
18日前后最低气温降至0℃左右

12月14日，受寒潮影响，平均海拔1400多米的张家界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出现了漫山遍野的雾凇奇观，整个景区被
装扮成了水晶宫般的童话世界。 符建华 摄

影响

动态

应对

支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