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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强降雨影响，沅陵一非地质灾害点突发山体滑坡

长沙连发300余颗增雨弹，全城“解渴”

本报7月1日讯 连续高温
之后， 新一轮降雨在湖南拉开
序幕， 雨水洗去积攒了数日的
燥热， 给三湘大地带来些许凉
意。记者了解到，受益于天气条
件，近两天，长沙气象部门在部
分地区开展了人工增雨作业。

51次人工增雨缓解干旱

今年主汛期， 长沙地区出
现较重干旱。6月30日至7月1
日， 长沙出现人工增雨有利作
业条件。 长沙市气象局在全市
申请了31个人工增雨炮点，开
展高炮和火箭人工增雨作业。
截至7月1日8时， 全市共作业
51�次， 共发射火箭弹210�发、
高炮弹102发；全市出现了小到
中雨、部分大雨强度降水。

这两天， 省内多地均迎来
降水。 据实况统计显示，6月30
日08时至7月1日08时，全省共
计219个乡镇降雨量超过50毫
米，31个乡镇超过100毫米，其
中龙山县洛塔出现166.7毫米
的降水，最大小时降雨80毫米，
为永顺县西岐。

本周仍以晴热高温为主

虽然在新一轮降水过程
中，我省中北部高温有所缓解，
但因没有冷空气影响， 气象部
门预计， 未来一周我省还将维
持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 最高
气温将达到38℃左右。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 未来
一周湘北降水较多。7月2日降
雨强度减弱， 湘西北阴天有小
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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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至7
日， 湘西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
雷阵雨， 其他地区以晴热高温
天气为主，午后有分散性阵雨。
气温方面， 未来一周无冷空气
影响，晴热高温天气维持，最高
气温将达到38℃左右。

专家提醒， 前期干旱少水
地区， 注意在确保防汛安全的
前提下加强保水蓄水； 后期湖
南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 注意
做好防暑降温及防范气象干旱
等工作。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张倩

本报7月1日讯 6月30日
~7月1日，我省湘中以北发生了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记者从省
防指了解到，受强降雨影响，部
分地区出现了灾情。

沅陵突发山体滑坡事件

监测显示，6月30日8时至7
月1日14时，全省平均降雨量为
19毫米。 降雨主要集中在湘中
以北的岳阳、常德、张家界、湘
西州、怀化、益阳、长沙、娄底等
地， 其中岳阳累计平均降雨达
52.6毫米为最大。 全省共48县
482站降雨超50毫米， 其中20
县65站降雨超100毫米，点最大
降雨为湘西州古丈县岩槽河站
167毫米。怀化市沅陵县二酉乡
累计降雨量154毫米。由于前期
持续少雨，河湖水位较低，本轮
降雨未造成河道水位超警戒，
目前全省水势基本平稳。

截至目前，6月30日以来的
强降雨造成2市州（怀化市、湘
西州）4县（沅陵县、吉首市、保
靖县、古丈县）15个乡镇7608人
受灾，紧急转移116人，倒塌房
屋20间，农作物受灾面积317.4
公顷，直接经济损失2869万元，
其中水利设施直接经济损失
550万元。

6月30日21时40分左右，
怀化沅陵县一非地质灾害点突
然发生山体滑坡，造成5栋房屋
垮塌，12人被困。 其中2人经抢
救无效死亡， 另外10人正在医
院接受治疗。

沅陵县山体滑坡事故发生
后， 隋忠诚副省长立即做出批
示， 要求全力组织人员搜救和
受伤人员抢救， 要稳妥做好善
后工作， 进一步做好局地强降
雨防范， 特别是山地灾害的防
范，坚决避免人员伤亡。省防指
迅速跟进山体滑坡事故，已于7
月1日上午派出工作组赶赴事
故现场进行调查和指导。

各地要防汛抗旱两手抓

当前各地雨势减弱， 预报
后期至7月2日， 湘中以北尤其
是怀化、娄底、岳阳及益阳东部
等地仍可能有大到暴雨， 省防
指将保持高度重视， 继续督促
指导各地严格落实防汛责任和
有关措施， 抓好重点区域和部
位的防范工作。

据了解， 省防办已向各地
通报了沅陵县二酉乡山体滑坡
事故，要求各地加强警惕，提高
重视，严格落实责任，突出组织
做好监测预警和提前紧急转
移，杜绝群死群伤；省防办还将
密切跟进灾险情， 及时更新并
上报情况， 指导险情处置和灾
民安置。

另外， 鉴于现阶段全省雨
水情及7月份天气形势预测，省
防指要求各地切实做好防汛抗
旱工作两手抓， 进一步加强分
析研判和工作指导， 统筹做好
防汛调度和抗旱蓄水保水等工
作。

■记者 李成辉

及时雨来了
但本周仍以晴热为主

本报7月1日讯 晚上下
班回家， 在小区转几圈也难
找到车位， 停路边又担心抄
牌。 为进一步优化路内停车
资源，近日，长沙交警对路内
限时停车位现状进行了摸
排， 对城区部分停车需求迫
切、 有条件新增路内限时停
车位的道路交通开展调研，
确定在内五区古曲路、 友谊
路等11条道路新增1071个限
时停车位。

长沙城区路内
限时停车位达1698个

此前， 长沙城区已设路
内限时停车位652个，而由于
湘府路快速化改造， 木莲路
万家丽路至圭塘路路段交通
流量猛增， 原设路内停车已
影响车辆通行， 将取消该路
段限时停车位25个。至此，长
沙城区设置的路内限时停车
位将达1698个。

为最大可能地减少路内
停车对机动车、 非机动车正
常通行的影响， 新增路内限

时停车位允许停车时间统一
设置为:�20:00-次日7:00，
设置统一限时停车位标线，
配套设置限时停车位指示标
志， 并撤除路段禁止停车标
志， 统一在道路缘石施划禁
止停车线。

新增停车位
全部为夜间限时

民警提醒，目前，长沙设
立了包括的士的就餐、 接送
孩子上学等多个限时停车
位， 此次新增的全为夜间限
时停车位， 驾驶员停车时请
看清车位旁边相关标识。为加
强对路内限时停车位的管理，
长沙交警将以警力巡查和交
通电视监控设备抓拍的方式，
对不按规定停放的机动车交
通违法行为进行记录。

对违反禁止标线临时停
车或停放的机动车，依照“违
反禁止标线指示” 的处罚标
准， 对当事人处以100元罚
款，驾驶证记3分。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林嘉韵

长沙城区新增1071个限时停车位
晚8点至次日早7点可在这些地方停车

新增路内错时停车位需求表

来参加文旅创客大赛
有望赢40万元大奖

本报7月1日讯 昨日， 由湖
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长沙市政
府联合指导， 长沙市旅游局、长
沙市望城区政府共同主办的“锦
绣潇湘 快乐长沙”2018年度“铜
官窑古镇杯”文旅创客大赛在长
沙正式启动。

据了解，此次大赛以湖湘文
化、 铜官窑陶瓷文化、“黑石号”
为代表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等
创作元素为依托，以“文创赋能
匠心铜官”为创作主题，由“文旅
创客大赛+文化特训营+项目孵
化落地”等环节组成，面向全国
征集旅游商品、非遗手作、本土
特产、时尚食品、服饰家纺、创意
工艺品等文旅创客项目，旨在通
过赛事为文化、旅游和文创三者
融合提供实践路径，提炼文创力
量，为旅游产业赋能。

长沙是文化旅游创客的主
基地，目前，已形成了以影视传
媒、动漫游戏、新闻出版、演艺娱
乐、文化旅游、民间工艺为主体
的文化创意产业体系，“文旅创
客”已成为当今推动文旅产业创
新发展最有生机的一股力量。

■记者 朱蓉

7月1日中午，长沙市新河路，市民在雨中撑伞出行。 记者 田超 摄

路段 方向 车位数
古曲路（人民路—朝晖路） 南北双向 243个
王家湖路（营盘路—浏阳河大道） 南北双向 225个
友谊路（韶山路-五凌路） 西往东 62个
豹塘路（万芙路-芙蓉路） 东西双向 222个
天心路（人民路-城南路） 北往南 8个
边洲围路（银杉路-岳北路） 东西双向 57个
楚家湖路（金湾小学-塞纳公馆） 西往东 30个
古曲路（新雨路-石坝路） 南北双向 32个
白沙湾（白沙湾嘉园北门往西150米-
白沙湾嘉园北门往东120米） 南北双向 95个
石坝路（石坝路沙湾路口东口以东-
石坝路星城映象北门） 西往东 20个
支路十八（欧莱雅郡东门）（桃花路-仙岭路） 南北双向 77个

三湘都市报记者了解到，即
日起至7月29日，希望参赛的创客
可 通 过 大 赛 专 用 邮 箱 wl-
ckds@163.com、 新华联铜官窑古
镇官方微信等渠道进行报名，而
最终冠军团队将获得包括奖金、
铺面经营使用权等总价值达40万
元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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