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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三”
地菜飘香

“阳春三月三，地
菜煮蛋赛灵丹。”3月
25日， 离农历三月初
三仅剩一天， 长沙各
小区主入口及周边的
农贸市场， 售卖地菜
的商贩增多。 记者走
访发现， 地菜售价一
般在2-3元一把；华
夏菜市场还推出了一
把地菜与4枚鸡蛋的
组合套餐，售价6元。

记者 黄亚苹
摄影报道

入境邮包中查获濒危活体植物
本报3月25日讯 3月23日， 长沙海关所

属长沙邮局海关从一个来自意大利的入境
邮包中查获1株活体植物， 经鉴定为仙人掌
科佛塔柱属活体苗木，属列入《濒危野生动
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中所收录的植
物物种。

“活体植物繁殖材料属我国法律法规禁
止邮寄入境物品，从境外非法输入活体植物
苗木存在外来物种入侵和植物病虫害传入
的检疫风险，若涉及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
走私还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长沙邮局海
关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海关已对该株濒危
植物实施截留，将依法处理。 ■记者 卜岚

湖南省气象台25日发布
强对流蓝色预警: 预计25日
20时至26日20时， 长沙北部、
岳阳、常德南部、张家界、益阳、
怀化、湘西州将出现8-10级雷
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并伴有局
地短时强降水，请加强防范。

省气象台预计，受高空槽、
中低层切变线和地面强冷空
气共同影响，25日至27日，全
省有一次较强降水 天气 过
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
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
中 26日至 27日过程降温达
8～10℃，偏北风力加大至4～
5级，局地6～7级。

针对此次降水天气过程，

气象专家提醒，要注意防范近
期局地较强降雨可能诱发的
山洪和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
以及雷暴、短时强降雨等强对
流天气对交通运输与出行安
全的不利影响；近期省内风力
加大，需注意做好野外用火安
全管控等森林火灾防范措施。

在25日早间的天气会商
会上，湖南省气象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胡爱军强调，要高度重
视此次较强降水天气过程，省
级气象部门要加强天气研判，
及时通过电视节目、 微博、微
信、 网站等渠道发布预报预警
信息；要加强值班值守，严密监
测天气变化。

降雨伴雷暴大风！今明最高降温12℃
强对流蓝色预警发布 我省提前进入汛期“作战”状态

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3月25日至27日，湖南将再
迎新一轮较强降水天气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
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受冷空气影响，26日至27
日气温降幅最高达10～12℃，并出现偏北大风。

离4月1日进入汛期还剩一周时间，25日下午，省
水利厅召开水旱灾害防御值班动员大会， 就今年汛期
人员24小时值班工作进行部署和动员。 为有效应对随
时可能出现的洪涝灾害， 省水利厅已经启动24小时汛
期值班制度，提前进入汛期“作战”状态。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张倩

【天气】 强对流蓝色预警发布，降温幅度较大

根据天气预报等综合分析，省水文部门预计，到本周末
（25日至29日）全省降雨约为100毫米，主要集中在湘江上游和
下游、资水及沅水流域中上游，其中湘江上游和下游120至150
毫米，资水中上游100毫米左右，沅水中上游110毫米左右。

湘江、资水干流控制站水位较当前回升2米左右，其中
湘江湘潭站34米左右、资水桃江站35米左右；沅水、澧水干流
及湖区控制站水位较当前回升1米左右， 其中沅水桃源站
33.5米左右、澧水石门站52米左右、湖区城陵矶站25米左右。

省水文部门提醒，强降雨区域内中小河流可能出现较大涨
幅洪水过程，需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
候面貌， 湖南历年来水旱灾害
频发， 水情已经成为湖南最重
要的省情。

据悉，3月中下旬以来，受
湘南及广西北部部分地区大到
暴雨影响， 湘江干流老埠头站
水位出现上涨； 受强对流天气
影响，3月21日20时至3月22日
10时的降雨过程中， 益阳、岳
阳、怀化、湘西州局地发生强降
雨，怀化市、湘西州点降雨量均

超过90毫米。
水旱灾害防御值班动员大

会透露， 今年的值班方案明确，
省水利厅将成立5个值班工作
组， 按周轮流进行24小时值班，
直至9月30日汛期结束，汛期期间
值班人员不离岗，手机不关机。

与往年不同， 今年成立值
班组的同时，省水利厅还特别成
立值班纪律监督组，就值班过程
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重点监
督，并杜绝一切瞒报漏报行为。

【举措】 24小时值班启动，还成立了值班纪律监督组

部分河流可能出现较大涨幅洪水过程

交通违法处理被耽误？ 绿色通道来了
客运企业可预约批量处理 个人网上处理不受备案时间限制

“我们两班倒， 有时候不顺
路， 有时间的时候处罚窗口又
预约不上，就这么耽搁下来了。”
25日， 长沙雨花交警大队里，前
来办理业务的的哥陈师傅说。

长沙交警在对全市重点客
运企业走访和车辆交通安全监
管大数据分析中发现， 城区出
租车辆受疫情影响，截止至3月
底应年检的车辆部分存在未对
违法清零处理的情况， 可能导
致车辆逾期年检签章的隐患，而
这一现象涉及10余家公司、180
余台车辆。

长沙交警了解企业管理人
员和驾驶人的需求后， 在现有

服务复工复产便民措施的基础
上， 为出租车企业和驾驶人提
供交通违法处理的绿色通道。
根据出租车企业相对集中在雨
花区的情况， 在雨花交警大队
设置出租车交通违法集中处理
点， 批量处理出租车违法处理
业务； 在城区及长沙县等七个
交警大队处罚窗口设置企业复
工复产业务快速受理通道，对
于出租车等企业营运车辆必须
现场进行办理的，优先受理。企
业可通过人工预约的方式前往
辖区交警大队申请集中办理，
零散业务也可在专门窗口现场
申请办理。

私家车：
5月前APP处理交通违法
不受备案时间限制

长沙市交警支队处罚教育科
科长马超提醒，此前，根据疫情防
控需要，省交警总队将疫情期间互
联网交通违法自助处理规定进行
了调整， 规定互联网用户在机动
车登记地或者交通违法行为发生
地设定的过渡期限内处理非本人
机动车交通违法记录时， 允许处
理备案以前发生的交通违法记
录。 该项过渡期政策已经延长到
5月1日，也就是说，在5月1日前，
市民可通过“交管12123”APP备案
处理非本人名下车辆交通违法，不
受是否在违法发生前备案影响。

单位名下车辆可开设交通违
法网上查询和处理渠道。一是车辆
管理人可通过“湖南公安服务平
台”微信查询单位名下车辆违法记
录；二是单位凭相关证明在车管所
窗口注册公安信息平台账户后，即
可登录“交管12123”APP备案常用
驾驶人，实现网上查询，并可处理
非营运小车电子警察交通违法。

疫情期间没出门，交通违法、车辆年检办理了没？随着
全面复工复产，一些客运车辆也面临急需处理交通违法的
局面。为此，长沙交警开辟绿色通道，采取设置出租车交通
违法集中处理点等措施。

提醒广大车主，5月1日前， 驾驶人可以通过“交管
12123”APP备案处理非本人名下车辆交通违法，不受之前
只能处理备案后交通违法规定的限制。

■记者 虢灿

客运企业：绿色通道批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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