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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场阵雨带来短时降温，想要真正凉快下来还要再等等

未来十天，湖南晴热仍将强势“霸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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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8月 18日讯 今
天，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
该厅日前发布了《关于明
确2019年缴费基准值和待
遇核算基准值的通知》，对
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基准
值、失业保险缴费基准值、
工伤保险缴费基准值做了
明确规定。

《通知》中指出，按照
省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测
算，2018�年全省城镇从业
人员全口径月平均工资为
4764元，2018�年全省城镇
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平
均工资为6108元。 其中规
定2019年职工养老保险缴
费基准值为 4764元 ，从
2019�年1月1日起执行；失
业保险：2019年失业保险
缴费基准值为4764元，从
2019�年1月1日起执行；工
伤保险： 以2018年全省城
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
平均工资6108元，作为省
本级职工平均工资基准
值。省本级工伤保险运行
中，采用上年度职工月平
均工资的， 以 6108�元为
基数。以上从 2019�年1月
1日起执行。 因基数变动
导致的 2019�年工伤保险
基金征缴的差额不补缴。
各市州可根据本统筹区
工伤保险实际情况确定
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
基数的基准，允许各市州
自行决定是否需要补缴
因基数变动导致的 2019
年工伤保险基金征缴的
差额。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李良婷

实习生 王孝清 覃梦娟

本报8月18日讯“在长沙，走
在路上突然下雨一点都不必惊慌，
因为它不久就会停的……”上半天
高温预警，下半天雷电预警，刚开
始还算魔性的天气， 循环几次下
来， 已经让人古井不波。18日晚
间，又一场降雨突袭星城，尽管带
来了一时降温，但难让人产生惊喜
之感。8月21日正式出伏， 但想要
真正凉快下来，还要再等等。

中央气象台当日发消息称，看
趋势， 国内高温范围明显缩小。但
与之相反，南方尤其是湖南，尽管
已立秋多日， 但晴热高温依旧强
势。预计未来十天，晴热高温还将
持续，中央气象台忍不住调侃：“湖
南：凭什么只烤我？高温：我爱得深
沉，要爱就爱你的全部。”

近期，高温“霸屏”湖南，省内
多地最高气温在37～39℃左右，
局地直逼40℃大关 （益阳安化
39.9℃）。湖南省气象台8月18日16
时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预计

18日20时至19日20时， 全省各市
州将出现37℃以上的高温， 其中
常德、益阳、长沙局地最高气温将
达39℃以上，请做好防范。

省气象台预计，未来十天，晴
热高温还将持续， 降雨总体偏
少， 湘南多分散对流性降雨。具
体来看，19日白天，晴天间多云，
其中永州、郴州局地有阵雨或雷
阵雨。19日晚到20日白天， 晴天
间多云，其中湘南局地有阵雨或
雷阵雨。20日晚到21日白天，晴
天间多云，其中湘南局地有阵雨
或雷阵雨。

湖南高温势头正盛，气象专家
提醒广大民众在高温时段应减少
室外活动， 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提
醒农民朋友关注田间旱情的发展，
适时开展灌溉防旱等工作，气象部
门也将抢抓有利时机开展人工增
雨作业。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龚怡菲
覃久凌 通讯员 曾彦彦

手持突击步枪、 身着黑色警
服、脚蹬作战靴……威风的武装巡
逻特警一走上街头， 立即吸引市民
好奇、崇拜的目光。8月15日，记者跟
长沙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队员体验
了一番后发现， 要在高温天气里，带
着20余斤重的装备巡逻， 可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情， 在特警们飒爽英姿
背后，有着不为常人所知的艰辛。

负重巡逻
一天洗好几遍“汗水澡”

15日上午10点30分， 长沙五
一广场附近人来人往。根据温度计
实测，室外温度37℃，市民在户外
几分钟就已经汗流浃背，特巡警们
却戴着警帽，身穿警服，持步枪，腰
间挂着警棍、手铐、警用喷雾等，负
重20多斤“全副武装”在高温中完
成执勤任务。

记者跟随长沙市特巡警支队
第五特警大队四中队体验，从位于
长沙饭店附近的星城快警平台出
发，沿着蔡锷中路一路往北，步巡
不到5分钟，特警们已经满头大汗，
汗水顺着面颊和鬓角流进脖领。

“里面的短袖都是馊的， 就是
因为反复出汗湿透又被太阳晒干，
后背上全是汗碱。” 今年46岁的朱
志强是中队指导员，也是队里年龄
最大的。他说，在14个小时一班的
执勤时段里， 他有至少7个小时的
巡逻时间，要么在巡逻车上，要么
在“放块肉都能烤熟”的街面上。

队员们步巡至黄兴南路步行
街口后， 又沿着人民西路返回。一
趟下来，队员们走了2.5公里，而这

样的步巡，一天至少3趟，要走两万
多步。“巡逻一趟衣服湿一次，一天
要洗好几遍‘汗水澡’。”

回到快警平台所在的岗亭，朱
志强立马脱下警服，里面的短袖已
经紧贴着前胸后背，“你们看，强哥
的衣服都能拧出水来了。” 队员刘
康说道。

感动一幕
热心市民送上矿泉水

让巡警们感动的是,在高温天
气下执勤,经常会有过往的市民送
上一瓶水或者道一声“辛苦了”,这
让他们觉得自己的付出都是值得
的。

15日上午，在黄兴南路步行街
口短暂停留时，有不少外地游客问
路、咨询，此时，队员们已经是满头
大汗。这一幕被正在逛街的市民吕
女士看到，她二话不说就到附近商
店买了几瓶矿泉水，又匆匆跑回来
递给了他们。

队员们说，14个小时里， 除去
巡逻，就是出警。偷摸扒窃、纠纷打
斗……警情一来，哪怕是刚端起饭
盒，都得立马放下赶赴现场。“天气
再热也要时刻保持战斗力,这样才
能保证工作时的良好状态。”

据统计，自“星城快警”平台2
月27日全面启动以来，截至8月14
日， 长沙特巡警支队7个“星城快
警”平台警力出动8000余人次；护
学护校1700余人次；抓捕逃犯120
余人；救急帮困60余人。

■记者 杨洁规 实习生 吕彩宜
曹楚如 通讯员 段旖亮

负重20余斤巡逻，一天洗好几遍“汗水澡”
记者跟随长沙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体验大热天执勤

今年我省养老保险缴费基准值4764元
因基数变动导致的工伤保险基金征缴的差额不补缴

本报8月18日讯 今年10岁
的玥玥， 身高只有132厘米，但
根据医学标准她身高值应不低
于140厘米，这让玥玥的父母忧
心不已。8月17日， 湖南省儿童
医院第三季宝贝成长夏令营开
营，玥玥母女也来到现场。该夏
令营希望通过“科普宣讲+科学
诊断+游戏运动+医疗干预”的
增高模式，提高家庭和社会对身
高的正确认识，从而帮助孩子们
科学增高。

玥玥从小就挑食，平常也吃
得少，食物以蔬菜、水果为主，肉
类等蛋白质含量丰富的食物摄
入极少， 身高体重都低于同龄
人。“参加这个活动， 希望孩子
能从主观意识上认识到应如何
通过饮食、运动、睡眠来帮助她
长高。” 玥玥妈妈透露， 目前孩
子每天都跳绳、喝牛奶，希望自
己再长高一点。

来自常德的婷婷，今年7岁，
刚过完生日的她，只许了一个愿
望：“希望自己能长更高，这样就
能撑起喜欢的裙子了。”107.5厘
米的婷婷，按科学预算，身高应
在122厘米以上。

妈妈周女士介绍，婷婷2-3
岁时每年长4厘米左右， 生长比
同龄孩子迟缓， 但自己没有重

视，以为迟早会长。眼见孩子身
高始终没有突破，周女士焦急万
分，带女儿上医院做了一个全面
系统的检查，结果是缺乏生长激
素。目前，妈妈准备让她通过服
药、注射来“拔一拔”身高。

每到暑假，总有不少家长带
着孩子去医院，就诊的目的很明
确：怎样长得更高？但同时，许多
家长在矮小儿童的治疗方面存
在盲区和误区，导致每年因矮小
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的儿童不
到30万名，真正接受合理治疗的
矮小儿童不到3万名。

湖南省儿童医院儿童保健
所所长钟燕教授介绍，当家长发
现孩子有矮小倾向时， 应带孩子
去能够进行生长发育监测的正规
医院就诊、查明原因；同时监测孩
子饮食，孩子应做到不挑食、不偏
食，保证足够的营养摄入。

父母还需敦促孩子运动，多
做跳绳、篮球、羽毛球、游泳、跑
步等户外活动；养成早睡早起的
习惯， 一般晚上9：00前入睡，最
好不要超过10点，睡得太晚会错
过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期；心理
方面，父母应让孩子保持愉快的
心情，良好的心情是“促长剂”。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姚溢钊
李奇 实习生 严语

缺生长激素致矮小，还能长高吗？
7岁女童身高落后标准15厘米，妈妈着急

延伸

男孩=（父身高+母身高+13）/2±5�（cm）。女孩=（父身高
+母身高-13）/2±5�（cm）。但决定身高的因素中，遗传只占三
分之二，后天的环境条件占三分之一，矮小本质上是种可以
医治的疾病，必须引起家长的重视。不少家长其实很早就发
现孩子的身高问题，但一直以为只是“晚长”，直到看到检查
结果才发现骨骺已经闭合，基本没有长高希望。

如何计算遗传身高？

▲

8月15日
上午， 队员们正
在黄兴南路步行
街附近步巡。
记者 杨洁规 摄

▲巡逻一圈
后， 朱志强的衣
服能拧出水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