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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9日讯 谚语说：
“小暑过，每日热三分”，天气
越来越热，热浪一波赛一波，
未来一周总体以晴热高温为
主，最高气温可达38℃左右。
与此同时， 拥有着温柔名字
的“玛莉亚”，也凭借自身实
力， 逐渐发展成为了超强台
风，威力不容小觑！据省气象
台预报，受8号台风“玛莉亚”
影响，11~12日湘东、湘北局
地有强降雨， 并伴有雷暴大
风等强对流天气。

明后天影响我省

今天上午8时， 今年第8
号台风“玛莉亚”的中心位于
台湾以东约1200公里洋面
（北纬21.8度，东经133.6度），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7级。
预计“玛莉亚”将以每小时30
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
向移动， 将于10日夜间登陆
或擦过台湾东北部， 并于11
日早晨到上午在福建晋江到
浙江温州之间沿海再次登
陆， 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
移动，强度逐渐减弱，11～12
日对我省产生较大影响。具
体预报如下：

10日：湘北多云，午后部

分地区有阵雨， 其他地区以晴
热高温天气为主；

11日：湘东有中等阵雨，部
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2日：湘北有中等阵雨，局
地暴雨；

13日～15日：湘南多云，局
地有阵雨， 其他地区以晴热高
温天气为主。

省防指严阵以待

近日，国家减灾委、国家防
总办先后发出通知， 要求密切
关注台风路径变化， 全面落实
各项防范措施。今天，副省长、
省防指指挥长隋忠诚就台风引
发强降雨防范工作作出批示：
台风外围水系影响湘东， 可能
带来强降雨， 我省有经验也有
教训，要给予高度关注，加强跟
踪预测预报，加强防汛指导，加
强局地强降雨山地灾害的防
范， 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
财产损失。

同时， 省防指向各市州防
指、 省防指各成员单位发出通
知，要求按照国家防总、国家减
灾委安排部署和省防指领导批
示要求， 切实做好台风强降雨
各项防御工作。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龚怡菲 通讯员 杨粲

本报7月9日讯 7月6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公
布了《关于31批次药品不符
合规定的通告》，涉及葵花药
业集团（吉林）临江有限公司
等25家企业生产的31批次药
品， 主要集中在槟榔和薄荷
产品上。

在被公布的不合格批次
药品中， 标示为北京金崇光
药业有限公司、 江苏华洪药
业科技有限公司等18家企业
生产的18批次槟榔不符合规
定， 不符合规定项目包括水
分、黄曲霉毒素、性状、含量
测定； 标示为湖南省弘华中
药饮片有限公司、 江西古方

原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等企业生
产的4批次薄荷不符合规定，不
符合规定项目包括性状、 显微
特征、薄层色谱。

此外，还有标示为葵花药
业集团（吉林）临江有限公司
生产的4批次炎立消胶囊、福
州海王福药制药有限公司生
产的1批次叶酸片、 吉林恒星
科技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3批
次硬脂酸红霉素胶囊等不符
合有关规定。

针对上述药品， 相关药监
部门已采取查封、 扣押等控制
措施，要求企业暂停销售使用、
召回产品，并进行整改。

■记者 黄亚苹

本报7月9日讯 骑摩托车不戴
头盔，事故中头部受伤概率最高。今
天上午， 省道路交通安全委员会办
公室、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省直机关
文明办、 省公安厅机关党委在长沙
县联合开展“驾乘摩托戴头盔 亲人
盼您安全归”2018湖南农村道路交
通安全“戴帽工程进万村”暨湖南省
直文明交通进农村志愿服务活动。

今年4月初,省公安厅交警总队
部署开展了为期100天的农村道路
交通秩序集中整治行动，集中整治行
动以来，全省共查处农村道路交通违
法60.07万起，其中摩托车驾乘人员未
按规定戴安全头盔25.13万起。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程欣鑫 林嘉韵

通讯员 雷文明 廖正洪

本报7月9日讯 近日来，由湖南
日报社、高桥街道办事处、高桥街道
团(工)委共同主办的2018“新湖南·
文明家” 评选社区公益行第四站在
长沙火焰社区举行。2018“新湖南·
文明家”评选提名申报和投票期间，
凡参与文明家庭报名或投票， 即可
关注“智慧社区公共服务中心”微信
公众号免费申领由活动运营方湖南
萌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老人
或儿童智能手表一份。 该手表拥有
安全定位、双向通话等功能，能让家
长和孩子随时随地无障碍沟通;老
人智能手表拥有心率监测、 跌倒报
警等功能， 可即时关注长辈健康安
全。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杨鑫礼

本报7月9日讯 记者今
天从长沙供水有限公司获
悉， 为配合市政管网配套设
施建设， 该公司将进行长沙
轨道交通6号线朝阳站供水
管线迁改工作，7月11日23时
至12日6时，长沙芙蓉区及雨
花区人民中路（朝阳后街人

民中路以南） 沿线两厢地区
将停水， 其中重点影响区域
包括朝阳欣园、 长沙钢厂宿
舍、家润多百货、港岛等，沿
线水压、水量将减小。部分高
远程区域， 有可能延迟来水
时间。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 庞明钰 李红

本报7月9日讯 今日24
时，我国将迎来年内第13轮
成品油调价时间窗口。 在连
续两次下调后， 国内汽油和
柴油价格迎来年内最大幅上
调。 根据当前原油变化率水
平测算， 汽油、 柴油每吨分
别上调270元、260元。 如按
一般油箱50L的容量估测，
加满一箱汽油将多花约10.5

元左右。
具体情况如下： 92号汽

油每升上调0.21元，95号汽
油每升上调0.22元，90号汽
油每升上调0.20元，0号柴油
每升上调 0.22元 。 按月跑
2000公里、每一百公里耗油8
升的车型计算， 调价后私家
车主每月将增加33.6元左右
的用油成本。 ■记者 卜岚

本报7月9日讯 今日，记
者从长沙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获悉，《关于开展2018年度
住房公积金年审工作的通
知》已于近日印发（以下简称
《通知》）。《通知》 明确，2018
年度长沙市单位和职工住房
公积金最低缴存比例为8%,
最高缴存比例为12%。 按月
缴存额测算，2018年长沙市
住房公积金月最高缴存额为
5112元, 月最低缴存额为
254元。

“长沙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将于2018年7月1日至
9月1日开展2018年长沙住
房公积金年审工作。” 长沙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
负责人介绍， 在年审期间，
该中心将对缴存单位是否
按月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
单位是否存在少缴、 漏缴、
欠缴等损害职工权益的行
为以及违规多缴的情况；住
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缴存比
例、月缴存额是否合规等情
况进行检查。

■记者 卜岚

记者 7月9日从省防指
获悉，根据当前汛情和《湖
南省防汛应急预案》有关规
定，省防指决定于当日10时
起，解除全省防汛应急Ⅳ级
响应。

7月5日至8日，我省部分
地区发生了较强降雨过程，
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张家界、
湘西州、郴州、永州等地，全
省平均降雨51.8毫米。

受降雨及长江来水影
响，沅水支流酉水上游、澧水

上游、西洞庭湖区涨幅较大，其
中沅水一级支流酉水石堤站7
月6日15时出现超警戒水位0.87
米左右的洪水。目前，全省河湖
水情平稳。

截至7月9日8时，这轮强降
雨造成湘西、怀化、张家界、益
阳、 邵阳5个市州10个县市区
14.53万人受灾， 紧急转移3825
人，倒塌房屋136间，农作物受
灾面积6.07千公顷，直接经济损
失1.51亿元。无人员伤亡。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龚怡菲

“玛莉亚”不温柔，明后天携暴雨袭湘
湘东、湘北将迎强降雨，局地伴雷暴大风 其他地区晴热为主，最高温将达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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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人民中路沿线将停水

整治农村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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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持续高温干旱天气的影响， 郴州桂阳县方元镇谷田村下料自然村的蓄水
池干枯，全村近千余名村民面临饮用水断水危机。7月8日，桂阳消防大队组织一
辆满载18吨饮用水的消防车送往村里，解决村民的燃眉之急。

记者 张洋银 实习生 刘晓青 通讯员 何鸽波 摄影报道

消防车
送来“及时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