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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督查驱霾，全省空气质量转好
长沙、湘潭、衡阳、益阳、永州、娄底6市空气质量转良，其他城市消除中度及以上污染
本 报 12 月 24 日 讯 受
冷空气来临前均压、静稳条
件影响，湖南省大气环境质
量经历一段快速恶化过程。
对此，省环保厅及长株潭三
市人民政府快速响应，打响
了一场蓝天保卫战。到今日
下午3时，长沙、湘潭、衡阳、
益阳、永州、娄底6市空气质
量已经转为良，其他城市为
轻度污染，中度及以上污染
全部消除。

专项督查应对重度污染
据省 环境 监测 中 心站
统计，到昨晚7点，全省14个
市州政府所在地城市中有9
个城市达到中度以上污染，
长沙、株洲、湘潭和邵阳为
重度污染。 到今天中午12
时，长沙、株洲和湘潭三市
重度污染持续时间分别为
24小时、20小时和22小时。
面对 全省 性重 污 染天
气，省环保厅组织人员及时
收集相关天气预报情况和
大气污染源情况开展综合
分析，对环境质量进行全天
候预测预警，同时组织环境
管理和监察人员赶赴长株
潭三市进行专项督查。
长沙 市组 织城 市 管理
人员、环境监察人员，在城
市各区域进行督查检查，重
点对工业企业排放、道路和
工地扬尘控制措施、露天烧
烤进行检查。 检查中发现，
开福区长沙深国际综合物
流港工地和芙蓉区东岸街
道河山小学周边空地都有
大量裸土未覆盖，对火星街
道马王堆汽配城南门露天

烧烤摊等违法违规现象都
及时进行了处理。

室外夜宵摊点一律停业
株洲 市政 府 组 织 会 议
提出5点要求： 立即停止城
区内所有土石方开挖；增加
城区道路洒水频次；在原有
城区巡查的基础上，将巡查
频次增加一倍；城区所有室
外夜宵摊点一律停止营业；
禁止冒黑烟的高排放车辆
进入城区。省环保厅组织的
督查中发现：大唐华银株洲
发电有限公司、株洲冶炼集
团有限公司锌系统分别实
现 50% 、30% 的 限 产 措 施 ，
全市工业企业基本实行达
标排放；督查组所到的石峰
区、天元区部分道路抑尘措
施较好， 未见明显道路扬
尘，但仍存在建筑工地扬尘
管理不到位的问题，湖南昊
汉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碧
桂园玖玺台项目和五矿二
十三冶承建的融创提香蓝
岸项目现场大部分开挖区
泥土裸露， 覆盖不到位，存
在高空倾倒建筑垃圾的行
为，项目场地内扬尘在线监
测 设 施 显 示 ：PM2.5 和
PM10浓度分别高出同期空
气质量浓度60%和45%。
在湘 潭组 织 的 督 促 检
查中发现，湘潭钢铁公司各
项污染防治措施、道路抑尘
措施基本到位，但存在原料
堆场建设不规范等问题；岳
塘区昭山街道办事处东湖
山庄别墅小区存在泥土裸
露，覆盖不到位等行为。
■记者 和婷婷

环境监测哪家强？岳阳队夺第一
代表队获团体一等奖，长沙、
衡阳代表队获团体二等奖，
常德、湘潭、郴州、株洲代表
队获团体三等奖。据悉，本次
比赛由湖南省环境保护厅、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及湖南省总工会联合举
办。
■记者 和婷婷

天气连线

数万盏花灯扮靓橘子洲
本报12月24日讯 今天晚
—2018长沙灯
上，旺耀橘洲——
彩嘉年华点亮40多组灯， 数万
盏璀璨花灯与湘江水交映，组
成一片灯的世界、欢乐的海洋，
为长沙带来喜迎新年的氛围。
淡淡的月色下， 在橘子洲
沙滩乐园里， 一组组五颜六色
的花灯成为一道靓丽风景线，
引得不少游客驻足观赏或拍照
留念。“快看，树上还‘爬’着蜗
牛、青蛙、小兔子呢，真可爱。”5
岁的小依依扯着妈妈的衣服，
高兴地嚷嚷。此外，灯展还专门
为小朋友设计了恐龙乐园，整
个场景壮观宏伟， 有极强的视
觉冲击力。

据了解， 园内主题灯组还
通过展现“一带一路”沿线各个
国家的形象， 来体现“一带一
路”主题。
据介绍， 此次灯光秀布置
灯线约10公里长， 使用了钢丝
40-50吨，用到2万个LED节能
灯和1.5-1.7万米布匹。本次灯
彩嘉年华活动持续到2018年3
月2日，将打造长达68天的光影
狂欢。主办方介绍，游览路线采
用“不走回头路”的理念，游客
们从南门进，东门出，一方面可
以分散人流， 另一方面也避免
了游客走回头路， 让他们尽可
能地观看到最全面的风光。
■记者 陈月红

游玩连线

王宝强蜡像揭幕
你想看吗？
本报12月24日讯 今天， 著名
演员王宝强现身长沙，为其蜡像揭
幕。活动现场，王宝强对三湘都市
报记者表示，他因电影《人在囧途》
而与长沙结缘，把这里看作自己的
“第二故乡”，也颇喜欢剁椒鱼头等
湘菜。
据介绍， 这座位于梅溪新天地
帷幕开啦蜡像馆的王宝强蜡像耗时
6个多月进行制作，惟妙惟肖，将长
期展出，市民可前往观看。
■记者 朱蓉

本报12月24日讯 今天，高15
米，由6.5万个可口可乐空罐搭建而
成的环保圣诞树在长沙万达广场
亮灯。 活动现场，88名圣诞老人与
现场市民组成队伍， 跳起了快闪舞
蹈。值得一提的是，同期举行的车尾
箱集市爱心义卖也吸引了不少市民
围观。据主办方介绍，当晚义卖所得
善款将全部捐赠给慈善机构。
■记者 朱蓉

千名“驴友”登高迎新

少雨格局继续，初雪迟到成定局
本报 12月24日 讯 今
天是圣诞平安夜，湖南各地
晴天间多云， 最高 气温 在
15℃左右，不过早晚最低温
仍低至3℃左右， 公众出行
要注意防寒保暖 。 降水 方
面，雨水稀少的格局将继续
维持4天 ，28日起 湘 中以 南
雨水增多。
随着冷空气南下，今天
湖南大部地区出现 小幅 降
温，然而气温依然处于偏暖

12月24日，长沙市首
台悬挂式过山车在世界之
窗举行首发仪式， 一批过
山车爱好者成为首发体验
者。 该过山车轨道长度
1000米，最大高度悬差约
50米， 体验者乘坐时头顶
轨道，双脚悬空，全程要完
成倒立、螺旋环、月牙环等
高难度的挑战。
通讯员 邓婷 记者 陈月红
徐行摄影报道

车尾箱集市开卖
你献爱心了吗

相关链接

本 报 12 月 24 日 讯 12
月20日至22日，2017年湖南
省环境监测分析技能竞赛
在长沙举办， 来自湖南省环
境监测系统的14支市州代表
队、 洞庭湖站代表队及省环
境监测中心站代表队共48名
选手参加了本次竞赛， 岳阳

悬挂式过山车
你敢坐吗？

的状态，但明晨省内最低气
温仅2-4℃。 湖南省气象台
预计，未来四天全省以晴天
间多云天气为主，气温较常
年偏高。28日起湖南中南部
的雨日逐渐增多。
记者了解到，通常湖南
的初雪日大 约是 在 12月下
旬到1月初期间， 但从目前
预报来看，初雪迟到或许已
成定局。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蒋丹

本报12月24日讯 昨日，2018
“中国体育彩票” 全国新年登高健
身大会湖南分会场活动在怀化溆
浦县朱溪村举行。来自湖南、江西、
贵州等多个省市的1000多名户外
登山爱好者齐聚朱溪村，用运动健
身的正能量方式迎接新年的到来。
朱溪村是湖南省扶贫工作开
发重点村，也是湖南省体育局对点
扶贫区域。本次新年登高活动在朱
溪村的成功举办，将进一步推进朱
溪村体育休闲小镇建设，推进精准
扶贫脱贫。
■记者 叶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