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链接 本报5月14日讯 今天傍晚，我省大部分地区普降大到暴
雨。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紧急召开防汛会商， 并且发出紧急通
知，要求做好强降雨过程防汛，特别是城镇排水防涝，确保群
众生命安全。紧急通知要求，各地要组织城建、水利、交通、公
用事业等有关部门，对城镇排水设施、地下管网、交通体系、低
洼地段以及受纳水体等情况进行普查。

■记者 刘璋景 实习生 刘佳

长沙洞和路、洞株路
明起因城铁施工管制

本报5月14日讯 长沙市交警
支队今日通报， 由于长株潭城际铁
路汽车南站站施工，将对洞和路、洞
株路实施交通管制措施。

从2013年5月16日零时起至
2015年7月15日24时止， 将对洞株
路的韶山路口至洞和路口路段采取
交通全封闭的限制措施， 禁止机动
车、非机动车及行人通行。从2013
年5月16日零时起至2013年11月17
日24时止，将对洞和路的时代阳光
路口至洞株路口路段采取交通全封
闭的限制措施，禁止机动车、非机动
车及行人通行。

■记者 黄娟

“听说碘过量会导致
甲状腺疾病，像我们经常吃
口味重的菜，摄入的碘盐过
多，会不会导致碘过量啊？”
5月15日是第20个全国碘
缺乏病防治日，一位口味偏
咸的长沙市民向专家提问。

长沙市疾控中心地方
病防治科科长申晓君解释，
如果按照市售的加碘盐计

算，一包350克的加碘盐含碘
量约为10毫克，算下来，一个
三口之家， 要平均3天半就吃
完一袋加碘盐的食用量，而且
要长期吃才能达到碘过量的
标准。申晓君建议，每人每天
的食盐摄入量最好为6克，大
约为一啤酒瓶盖的量。

5月15日是第20个全国
碘缺乏病防治日， 长沙市卫

生局和长沙市盐务管理局联
合在岳麓区步步高商业广场
前坪、 天心区新开铺新一佳
前坪、 雨花区左家塘通程万
惠前坪等地点， 举行防治碘
缺乏病宣传活动。 关注健康
饮食的你不妨去看看， 学学
如何正确食用碘盐和识别真
假小包装的碘盐。

■记者 徐焰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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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 26～20℃ 小雨转多云
株洲 25～20℃ 阵雨
湘潭 24～19℃ 阵雨转多云
衡阳 24～18℃ 小到中雨
常德 26～20℃ 阴
岳阳 26～19℃ 小雨
益阳 24～20℃ 小雨
娄底 23～19℃ 阵雨转阴
邵阳 27～20℃ 阵雨
郴州 25～20℃ 中雨转阵雨
永州 25～22℃ 大到暴雨
怀化 24～20℃ 小雨
湘西 26～19℃ 阵雨
张家界 26～19℃ 阴

湖南14市州今日天气

异地交通违法
长沙恢复受理

本报5月14日讯 长沙市交警
支队今日通报，5月1日起由于系统
升级暂停了异地交通违法受理业
务，目前已协调恢复。本市不同辖
区的（含四区县市）、本籍车外省或
本省外地州市的（不含本省高速公
路） 的异地电子警察交通违法，均
可以就近到各交警处罚窗口或车
管分所申请处理。 ■记者 黄娟

本报5月14日讯 今
天下午3点，长沙气温高达
37℃， 是入夏以来最热的
一天。与此同时，省气象台
今年城市内涝预警信号：
长沙、湘潭、株洲等地24小
时内将普降大到暴雨，部
分地区降水量将达100毫
米以上，且降水集中，上述
地区低洼、 立交桥等处容
易发生内涝，请加强防范。
果然，下午5时长沙降下雷

暴雨，高温暂歇。
同时， 湖南省地质灾害

应急中心对如下地区发布了
地质灾害黄色预警： 吉首市
东部， 泸溪县， 凤凰县东南
部，古丈县南部；怀化市鹤城
区，麻阳县北部，沅陵县，辰
溪县，溆浦县，中方县，洪江
市，芷江县东北部，会同县
东北部；新化县西部，双峰
县东部； 益阳市赫山区，安
化县西南部， 桃江县东部；

隆回县北部， 绥宁县北部，
洞口县西部， 新邵县西北
部；宁乡县，浏阳市东北部；
湘乡市， 湘潭县西南部；衡
阳市南岳区， 衡阳县北部，
衡山县；平江县等。

受冷空气入境和降雨云
系的合力影响， 连日来的持
续高温将暂告一段落。 未来
一周， 全省各地以阴雨天气
为主， 局部地区仍会出现大
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长株潭首发“内涝预警”
高温暴雨“并驾齐驱”，本周全省需防强对流天气

车管…

湖南人重口味会碘过量吗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3年 5月 14日）

排列 3、排列 5
第 13127期 本期投注额：16828830元

奖级
直选
组选 ３
组选 ６

中奖注数（注）
3657
０

6430

单注奖金（元）
１０００
３２０
１６０

5 3 9中奖号码

35 3 9 7中奖号码

奖 级 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20 100000

22选 5
第 13127 期 本期投注额：1508478 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中奖注数(注)
65
4302
48762

单注奖金(元)
4311
50
5

1907 16 17 18中奖号码

今日开奖…

七星彩
第 13055期 本期投注总额：16097132元

3 5 3 9 6 8 9中奖号码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下期奖池：

中奖注数（注）
0
15
146
2057
28582
363654

单注奖金（元）
0

30785
1800
300
20
5

省防指:警惕内涝,
确保生命安全

2508247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