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虽然没有下雪，降温却真实地光临了。吴链表示，23日
过后，长沙就天晴了，但天气会更冷，也就是冷晴天，此
外，冰冻也可能存在，市民切不可放松警惕。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红武分析，24日至25日早上，
是此轮天气过程气温最低的时段， 省内部分地区最低气
温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冷空气的看家大本事———降温这
个时候才显露。降雪加上降温，23日，湖南境内几乎全线
的高速路段都会受到道路结冰的危害，24日湘中以南影
响更大， 驾车出行的司机朋友要尽量更换防滑轮胎或者
给轮胎加上防滑链。 ■记者 彭可心 通讯员 蒋丹

提醒

未来“冷晴天”气温将更低

春运动态

连线·机场 本报1月22日讯 长沙
市疾控中心疾病监测数据显
示， 近期该市流感病毒活动
增强， 流感病例占门诊就诊
比例（ILI%） 呈明显上升趋
势。 以长沙市中心医院数据
为例， 该院儿科门诊1月1
日—21日总量达7000余人，
其中流感样病例有1700余
例，约占儿科门诊量的25%。

进入流感高发季， 未来
数周长沙市流感聚集性疫情

风险加大。 长沙市疾控中心发
出健康警示， 市民近期需重点
防范流感、人禽流感。

历年监测结果显示该市流
感冬春季高峰多发生在春节前
后，长沙作为省会交通枢纽，春
运期间人员聚集、 流动性大大
增加， 未来数周我市流感活动
也将进一步增强， 发生聚集性
疫情的风险加大。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谢丹 李亚曼

本报1月22日讯 针对
近日雨雪降临、 气温普降的
情况，22日，长沙机场及时启
动除冰雪作业， 目前机场运
行正常。 今天长沙机场计划
进港航班243架次， 出港246
架次，总计489架次（早班始
发航班27架次）。截至今天下

午两点，取消航班2架次（受六
盘水天气影响）， 延误1小时以
上航班1架次（受杭州大雪天气
影响），除冰航班12架次，平均
除冰作业时间6~8分钟， 未有
航班因本场天气原因取消、备
降或返航的情况发生。

■记者 梁兴

本报1月22日讯 近日，
湖南各地气温持续维持较低
水平，高速上桥梁路段陆续出
现结冰情况，高速交警联合道
路养护等部门对结冰路段及
易结冰的部分路段采取人工
撒盐除冰作业。然而，邵阳高
速交警在巡查中发现，放置在
路桥处的工业融雪盐竟然被

村民运回家腌腊肉、腊鱼了。
湖南高速交警提醒： 工业

盐因为亚硝酸钠成分很高有
毒，不能食用。并且放置在高速
上的盐是用于积雪处置的应急
物资， 是用来保障人民群众出
行安全的， 私自将国有应急物
质据为己有是违法行为。

■记者 黄娟 通讯员 熊双

本报1月22日讯 21日
凌晨， 湖南省内张花高速澧
水特大桥、 湘西境内包茂高
速、 杭瑞高速部分桥梁路段
陆续出现结冰状况；22日凌
晨，长沙也下起了雪籽，但路
面暂时没有结冰现象， 通行
秩序良好。对此，湖南省高速
公路交通警察局长沙支队积
极预防，提前做好防寒准备，
联动路政、养护等部门，检查
工业盐、融雪剂、麻袋、指示
牌等储备物资， 对除冰扫雪
车的车况及使用情况进行检

查，并在桥梁、隧道、风口等易
发生结冰现场的路段摆放警示
标志标牌， 一旦发现辖区有结
冰现象，现场立即采取措施，确
保道路通行安全、顺畅。

同一天， 长沙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加强科技在管理服务中
的运用， 加大一线移动警务终
端装备并运用， 目前已在一线
民警装备并正式启用1198台
数字对讲机， 通过接入数字对
讲机的实时坐标数据， 应用于
强化日常勤务管理。

■记者 黄娟 通讯员 刘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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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城，说好的雪为啥“爽约”
冷空气和水汽没有配合好导致雪被“拦截” 提醒：未来“冷晴天”气温将更低

本报1月22日讯 2016年1月
24日春运正式开始，据交通部数据
显示， 民航客流将达到5455万人
次，增长11%。预计湖南省春运40
天客流量位居全国各省排名第七
位，为确实保障春运工作顺利进行，
缓解湖南地区高峰客流期间的交通
压力， 南航针对不同航程制定了多
种加班计划。

据记者了解， 南航湖南始发已
进入销售系统的加班机已达417班
次，同比增长33.65%（去年312班）。
长沙机场方面，长沙-广州加班192
次，长沙-重庆加班35次，长沙-深
圳加班74次，长沙-北京加班34次，
长沙-乌鲁木齐加班21次，长沙-珠
海加班11次、 长沙-汕头加班9次。
湖南省内支线机场方面， 芷江出港
至广州加班20次，芷江至深圳加班
4次； 常德出港至广州加班5次，常
德至深圳加班12次。
■记者 梁兴 通讯员 易浩 莫春桥

本报1月22日讯 拆违工程无
防扬尘措施、 企业拒绝督查人员进
厂检查、限行区域黄标车依然“大行
其道”……1月22日，省环保厅通报
了13起大气环境污染典型违法案
件。

2015年10月，省政府将每年10
月至次年2月确定为长株潭3市大
气污染防治特护期。 长株潭三市政
府相继出台辖区内特护期工作方
案。近日，省环保厅组织人员深入三
市，明察暗访，发现一批肆意破坏大
气环境的典型案件。目前，省环保厅
对13个案件予以通报批评，并已向
三市人民政府发出通报， 对突出存
在的相关问题提出整改要求。

通报指出， 检查中发现部分企
业提标改造不及时、 日常管理不到
位、擅自停运治污设施，如湘潭宏润
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株洲柳化桂成
化工有限公司。 特别是湘潭电化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还发生了阻挠督查
人员进厂检查的违法问题。 湘潭岳
塘区、 株洲清水塘工业区的区域性
污染较为突出。

道路和建筑扬尘问题仍时有发
生。 长沙市桐梓坡路延长线施工工
地、株洲市规划三路（湘芸路-西环
线西辅道） 施工工地等防扬尘措施
不到位； 湘潭市十四总码头货运堆
场无防尘措施，污染严重。三市城乡
结合部环境管理粗放，道路、工地扬
尘污染以及露天焚烧垃圾、 落叶的
现象较为突出。

检查发现， 湘潭市黄标车限行
区域内，“冒黑烟”车辆仍上路行驶，
投诉和处理机制没有有效建立，执
法难度较大。 ■记者 李国平

本报1月22日讯 22
日， 长沙城终究没有迎来期
待中的大雪。有段子说，所有
不以下雪为目的的降温都是
耍流氓。 感觉被冷空气大大
“调戏”了一把的长沙市网民
开始“问责”：长沙为什么没
有白花花的雪?

气象专家解释称， 下雪
不仅是冷空气的事， 还需要
水汽条件， 因为冷空气和水
汽没有配合好，长沙“阴差阳
错”地错过了一场大雪。

24市县出现降雪

22日早上，湘北很多地方
在白色中开启崭新的一天，截
至当日14时， 湘北共计24个
市县出现了降雪，益阳南县达
到了大到暴雪的量级，而包括
长沙、株洲在内的湘中及偏南
部分地区出现了雨夹雪。据统
计，从21日8时到22日8时，长
沙出现了5.4毫米的雨雪混合
量，接近大雪量级。

然而， 长沙人期待中的
鹅毛大雪并没有出现， 雪都
下在朋友圈里了：“线上已经
大雪纷飞，惊天地泣鬼神。线
下，雪民翘首以待，未见一片
雪花。这，便是传说中的‘互
联网＋雪’！”

“其实，长沙这次降雪条
件是有的， 可惜冷空气与水
汽条件没有配合好。”长沙市
气象台值班预报员吴链称，
21日晚的水汽条件很好，但
当时冷空气的主力部队尚未
到达， 因此长沙下起了雨夹
雪；而到了22日白天，冷空气
到位了， 水汽条件却又变差
了， 到下午时连雨夹雪都见
不到了。 真可谓是“阴差阳
错”。她说，据监测，现在冷空

气正继续南下， 预计23日压到
长沙。“但到时温度够了， 水汽
又不够了。 所以预计明后两天
长沙仍为雨夹雪天气。”

浏阳部分地区飘雪

不过， 虽然长沙城区没有
下雪， 但在山区和浏阳市部分
地区已经飘下纯雪。

对此，吴链解释称，城区气
温相对山区一般来说都要高一
些。城市建筑物高耸入云，人口
高度密集，导致地表风速小，通
风不良，热量释放增多等，因此
城区气温要比山区气温高，也
就更加难以迎来雪花了。 据介
绍，21日至22日长沙城区的气
温一直保持在2摄氏度左右，并
没有降到0摄氏度，因此高空中
的雪落下来就变成了雨夹雪或
冻雨了。

流感病毒存“肆虐”风险

高速融雪盐顺回家腌腊肉？ 这个便宜占不得

长沙高速交警储备物资“待命”

长沙机场启动除冰雪作业

长株潭大气污染防治特护期
13起违法案件被通报

备战·寒冷天气

疾控·提醒

1月22日下午，随着寒潮的降临，岳麓山风景名胜区山顶迎来了白雪，吸引众多市民前来赏雪。 记者 童迪 摄

航空公司制定
加班计划增加运力

环保连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