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6月29日讯“着火了，
着火了！”呼救声和消防警报声
中，一阵浓烟从门诊部3楼350
室传出， 值班医师迅速开始救
火。因火势发展迅猛，室内充满
烟雾，医院立即启动疏散方案，
消防队员赶至现场救援……从
火灾发生，到大火被扑灭，所有
人员疏散到安全地带， 整个过
程仅用时20分钟。

今天，湖南省脑科医院（湖
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举行了一
场针对医院高层楼宇的消防逃
生应急演练， 系统性全方位地

展示了从初期灭火和报警，多
家单位联合救援、 医患人员个
人防护， 到伤员急救处置等各
个环节。

据悉，此次消防演练由湖
南省脑科医院主办，湖南省职
业病防治院、长沙市第一社会
福利院、雨花区东塘街道办事
处以及雨花区消防大队共同
组织，旨在共同探索消防联动
新模式， 打造“五分钟救援
圈”。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徐珊 蒋泉潜

医院高层起火：“五分钟救援圈”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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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连线

本报6月29日讯 随着
夏季高温天气来临， 电力供
应也进入了高峰期。 今天上
午， 长沙市政府通报了今年
夏季长沙供用电形势和采取
的供保电措施。

国网长沙供电公司新闻
发言人、 调控中心主任杨俊
介绍，根据系统性数据分析，
今年夏天长沙地区最高负荷
将再创历史新高， 达到750
万千瓦，同比增长13%，如遇
持续高温天气， 全市最高负
荷还可能突破780万千瓦，
同比增长18%， 电力供需矛
盾将进一步凸显。 电力部门
预测， 今夏长沙供电高峰期
间存在30万至60万千瓦电
力缺口。

多方提升供电能力

每年夏天， 最让大伙担
忧的事情中， 用电问题总会
在列。

为全面提升长沙电网供
电能力， 解决各电压等级电
网供电能力“卡脖子”问题，
2017年10月， 长沙市启动
“长沙电网供电能力提升三
年行动计划”和“630攻坚”
活动， 同时国网长沙供电公
司也致力于全面抓好电网设
备检修试验、 隐患排查消缺
工作。

截至目前， 共完成34条
35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和20
台110千伏及以上变压器及
其相关设备的检修试验工

作， 全网共消除各类输变配
电设备缺陷300余处，确保设
备以良好的健康状态迎接高
峰负荷的考验。

杨俊表示， 长沙供电部
门已实行24小时不间断的抢
修服务，市民如遇电力故障，
尽快与国网长沙供电公司客
服经理取得联系 (或致电
85915499)，或通过“掌上电
力”APP、“国网湖南电力”微
信服务号及时掌握停电信
息。

确保生活及灌溉用电

杨俊表示， 在持续高温
天气过程中， 部分电力设备
仍可能出现重载、 过载的现
象， 局部区域将面临短时电
力供应紧张的局面。

为应对电力缺口， 在高
温高负荷期间， 长沙供电公
司将按照有保有限、 优先错
避峰尽量不拉闸原则， 全力
确保居民生活及农田灌溉用
电， 重点保障社会管理重点
机构及高危用户供电， 尽可
能减少对市民工作生活的影
响。用电高峰期间，将合理调
整高能耗企业、 生产经营企
事业单位调整生产经营计
划，错峰、避峰用电，让电于
民；同时，加强景观楼宇亮化
照明、城市路灯用电管理，在
用电高峰时段， 对城区非核
心路段路灯照明采取间隔式
开启， 适当关闭景观楼宇亮
化的措施。

本报6月29日讯 今天，
中央文明办在江西萍乡发布
今年6月中国好人榜， 湖南5
人上榜， 其中长沙理工大学
2018届硕士毕业生邹勇松和
永州老教师唐延禄获评敬业
奉献好人，浏阳朱国萍、郴州
李春芝、常德赵峻3人获评孝
老爱亲好人。

长沙理工大学计通学院
2015级研究生邹勇松出身农
村，家境贫寒，自幼患慢性肾
炎，2017年6月以来依赖透析
维持生命。 为了不耽误科研
和节省医疗费用， 邹勇松自
己每天在出租屋阳台的帐篷
做腹膜透析4次， 一次要用4
斤透析液。即使在住院期间，

他都争分夺秒地用手机写程
序、做研究。近两年获得的6
项发明专利和软件著作权，
均立足现实生活运用。 毕业
前夕， 他毅然向红十字会登
记捐献自己的器官和眼角
膜， 成为第183877位志愿登
记者。

本报6月9日曾推出邹勇
松身患重病自强不息以顽强
意志谱写青春奋进之歌的先
进事迹报道， 引爆无数读者
泪点， 认为邹勇松是习近平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提出的
“爱国、励志、求真、力行”要
求的先进代表。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邓崛峰

本报6月29日讯 近日， 湖南
高温天气愈演愈烈， 省气象台自
24日起已连续5天发布高温黄色
预警。今天，湖南仍持续大范围高
温天气。高温有望缓解，省气象台
预计，30日起降雨来袭，湘北局地
有暴雨，高温天气有所减少。

监测显示，28日8时至29日8
时， 全省平均最高气温34.5℃，湘
潭、张家界、衡阳等44县市最高气
温超过35℃，其中益阳、石门、华
容、沅江四地突破37℃，最高气温
出现在沅江，达38.1℃。

省气象台预计，6月30日～7
月1日湘北有一次较强降雨天气
过程，局地有暴雨，受降雨影响，
中北部高温有所缩减。7月2日至3
日，降雨减弱，湘中以北有阵雨或
雷阵雨， 其中湘西北局地中到大
雨。具体预报如下：

30日白天：湘西州、张家界、
常德、益阳、岳阳多云转小到中等
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其他地
区晴天到多云；南风2-3级；最高
气 温 湘 北 30-32℃ ， 湘 南
35-37℃， 其他地区32-34℃，明

天最低气温湘西24-26℃，其他地
区26-28℃。

6月30日晚到7月1日白天：湘
北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局
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
午后到傍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
雨。

7月1日晚到2日白天：湘中以
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 局地中
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
午后到傍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
雨。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刘雨婷 通讯员 蒋丹

本报6月29日讯 截至6
月28日， 邵阳武冈机场已经
顺利通航一年。据统计，通航
以来，武冈相继开通了北京、
郑州 、长沙、海口 、昆明 、杭
州 、重庆 、兰州 、深圳九个城
市的航线， 共保障航班3537
架 次 ， 实 现 旅 客 吞 吐 量
318590人次（进港111797人

次，出港206793人次，其中过
站90557人次）。

其中2018年1月1日-6月
27 日 共 实 现 旅 客 吞 吐 量
236358人次（进港81126人次，
出港155232人次， 其中过站
71755人次），已完成2018年度
计划人次的78.79%。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刘倩

本报6月29日讯 记者从长沙
供水有限公司获悉，为配合市政管
网配套设施建设，该公司将进行月
湖公园东门供水管线迁改工作，6
月30日23：00至7月1日7:00，长沙
开福区三一大道浏阳河以东及万
家丽路三一大道以南沿线两厢地
区将停水，万家丽路三一大道以北
沿线两厢、工程兵大道、福元路沿
线两厢水压、水量将减小。

该公司还将进行化龙池与白
果园巷供水管线接驳工作，7月2日
23：00至3日7:00， 芙蓉区解放路
（黄兴路-蔡锷路）、东茅街（登隆街
-蔡锷路）、 登隆街（解放路-苏家
巷）、育英街（黄兴路-登隆街）沿线
两厢地区将停水， 临近地区水压、
水量将减小。

此外，该公司还将进行长沙轨
道交通六号线人民东路站供水管
线接驳工作，7月3日23：00至4日7:
30，芙蓉区人民东路（万家丽路-浏
阳河大道） 沿线两厢地区将停水，
临近地区水压、水量将减小，其中
重点影响区域包括芙蓉区政府、世
嘉国际、湘遇熙岸小区等，请用户
做好储水准备。 ■记者 陈月红

长沙用电高峰期局部区域面临短时供电紧张

错峰尽量不拉闸，确保居民生活用电

为应对高温带来的负荷压力、 国网湖南电力针对供电瓶
颈实施电网建设和改造项目。迎峰度夏前，全省将完成52项主
网工程和154项大修技改项目，新增输电线路508.87公里、变电
容量438.01万千伏安，有效提高电网供电能力。与此同时，统筹
安排火电机组检修， 督促火电厂加强电煤储运， 优化水库调
度，提高骨干水库水位，尽最大努力争取外电入湘。

■记者 刘璋景 实习生 刘雨婷

全省增线路扩容量迎峰度夏

高温天歇口气，今起降雨来袭

武冈机场通航一年送客近32万人次

我省5人上6月中国好人榜
边做透析边搞专利的邹勇松上榜

长沙多路段将停水

6月29日上午，一列满载货物的国际货运列车从怀化铁路口岸启程，驶
往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当天，怀化至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的中欧班列开
通。 潘雨 摄

怀化开通中欧班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