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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7日讯 记者今天从省机

场管理集团了解到，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

T2航站楼正式通过国家民航局的行业验

收，定于7月19日正式启用，原T1航站楼

同步停用。

机场提示，19日凌晨5点开始， 所有

国内、 国际航班将全部转移到新建的T2

航站楼，旧的T1航站楼（A、B、C楼）届时

同步停用。请选择19日出行的旅客提前2

小时到达机场， 预留充足的时间办理登

机和安检手续。 柜台（3组国内，1组国

际），24条安检通道，22个近机位。

据记者了解，所有南航的航班都在A

岛区域办理值机手续、行李交运、自助值

机、问询等业务。一共有12个国内值机柜

台和4个国际值机柜台，每个柜台都可以

办理换取登机牌。进入新候机楼后，南航

将采取用“S”形的排队方式为旅客办理

值机手续。“晚到旅客柜台” 是专门为在

“停办手续前5分钟到达” 的旅客办理快

速登机牌的专用柜台。

■记者 朱玉文

长沙站11:00

株洲站11:00

岳阳站11:00

常德站9:00

益阳站9:00

衡阳站11:00

郴州站11:00

耒阳站11:00

永州站11:00

张家界站9:00

吉首站9:00

石门站9:00

怀化站9:00

溆浦站9:00

娄底站9:00

邵阳站9:00

新化站9:00

新航站楼明5点启用

乘机请提前2小时

旅客可提前拨0731—84798777咨询

四地有大巴直通机场

T2新航站楼将开通长沙市内四个地

点的大巴车，武广长沙南站、汽车南站、

民航大酒店、 贺龙体育场四地都有大巴

去往机场， 票价分别为21.5元、21.5元、

16.5元、16.5元（含保险）。

长途大巴可以抵达6个城市，分别是

株洲、湘潭、岳阳、常德、益阳和江西萍乡，

近期，还将开通前往邵阳的大巴。

停车收费标准公布

T2新航站楼实行计时收费， 小车收

费标准为：8元/辆(1小时内)，每超过半个

小时加收2元， 每日小车收费最高不超过

40元。 大车收费标准为，14元/辆 (1小时

内)，每超过半小时加收3元，每日大车最

高收费为50元。小车专用过夜停车场收费

标准为：一天（24小时）过夜费为30元，超

过一天（24小时）后，每半天收费15元/辆。

长沙始发至全国各地机票、火车票都很紧张

一票难求！电话订票记准“时间窗”

本报7月17日讯 机票紧张、 火车

票紧张。进入暑运后，长沙前往全国各

城市的部分线路一票难求。铁路部门提

醒，电话订票预订期比车站、代售点窗

口预售期多2天， 通过电话订票订购火

车票更加方便。

航班：长沙到海口、合肥、乌鲁木

齐增加班次

目前南航长沙始发前往全国各城

市的航班几乎班班满客，有些甚至达到

了一票难求的境况。 特别是至北京、贵

阳等地的航班订票旅客爆满不说，几乎

每天都会有十位以上旅客等待候补一

个空位； 即使是能够装载256位旅客的

空中客车A330执飞北京的CZ3145航

班，至西宁、乌鲁木齐的CZ3629，至南

京、 大连等地的CZ3659等航班每天上

客率皆达到100%。至上海、广州等地航

班间歇性满座，往往是前一天勉强空出

一两个座位后一天班班满座。 进入旺季

以来，南航在长沙黄花机场每天始发航

班平均为50班，平均出港人数达到5500

人，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南航针对旺

季情况对航线策略做出了特别调整，增

加了每早7点至海口的CZ3371航班，至

合肥、沈阳的CZ3130航班以及至西宁、

乌鲁木齐的CZ3629航班。

记者从深航了解到， 前往西宁、兰

州方向的票非常紧张， 且都是全价 ，提

前很多天就已经无票。

铁路：电话订票记准“时间窗口”

铁路方面， 长期的热门线路北京、

上海依旧紧张。由于武广高铁还没有延

伸到深圳，现在，前往深圳的火车票非

常紧张。铁路部门建议，前往深圳的旅

客， 如果买不到直接到深圳的火车票，

可以先坐高铁到广州，再转车前往。8月

份，武广高铁延伸到深圳后，这一困境

有望得到缓解。

据铁路部门介绍，进入暑期以来客流

激增。武广高铁以及广州往北京、上海、成

都、拉萨、哈尔滨、西安、沈阳、长春、青岛、

济南等方向的车票都较为紧张。

不过，从7月12日起，火车票电话订

票预订期已由10天调整为12天。 目前，

广铁在广东、湖南、海南三省都实行电

话 订 票 通 订 通 取 。 旅 客 可 拨 打

95105105、96020088两个订票电话。电

话订票实行指定时段订票，各站车票起

订的时间不同（详见下表），请密切留意

铁路部门公告。目前，广深线、广珠城际

动车组列车和广九直通列车暂无电话

订票。此外，也可通过电话订票预订4—

20天的学生票。

铁路部门提醒，旅客订票成功后须

于次日晚12点前取票，逾期不取所订车

票自动取消。

■记者 朱玉文

本报7月17日讯 今年年底前， 湖南

将实现建设项目信息和从业单位、个人信

用信息的全面公开。近日，湖南省工程建

设领域项目信息公开和诚信体系建设工

作推进会在长沙召开，会议透露，2009年1

月1日以来审批、 开工的政府投资和使用

国有资金50万元以上的建设项目都将向

社会公开，接受广大群众监督。

根据《湖南省工程建设领域项目信息

公开和诚信体系建设工作实施方案》，湖

南省的建设目标为， 在2011年年底前，湖

南各地、各参建部门信息公开共享专栏全

部建成并发布信息，守信和失信惩戒制度

普遍建立，项目信息和信用信息实现全省

互认共享。

《实施方案》要求，各地、各部门应以

项目为中心，以审批流程为主线，主动公

开重大建设项目的立项、招标投标、征地

拆迁、重大设计变更、施工管理等信息。其

中 ，征地拆迁信息包括征地拆迁负责人及

联系方式、项目用地审批意见、项目涉及

征地、拆迁公告、工作方法原则和已支付

的拆迁补偿情况等内容。

《实施方案》还规定，各行业应开展工

程建设领域的从业单位信用登记评价，并

将评价等级分为A、B、C三等。

年底前，省专治办、省经信委将制定

《湖南省工程建设领域失信惩戒和守信激

励实施办法》。 对信用等级低和不良行为

性质恶劣的从业单位要重点监管，在市场

准入、资质管理、招投标等方面提出限制

条件。

同时，从业单位和从业人员行为信息

也被列入指导目录。行为信息包括从业单

位及个人的良好行为信息、 不良行为信

息。《实施方案》明确指出，将重点公开不

良行为信息。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贺桂芳 谭旭

我省50万元以上建设项目将向社会公开

征地拆迁信息须全方位公开

交通提示

各站点电话订票具体起订时间

所有高铁车站8：00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七星彩第 11082 期

本期投注总额：1641023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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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180

2606

30187

399525

单注奖金（元）

0

25493

1800

３００

２０

５

10558294.1元

七

星

彩

1 4 0 2 9 0 7

22 选 5 第 11191期

本期投注额：1794166元

中奖号码：01�03�04�17�21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中奖注数(注)

16

2234

38714

单注奖金（元）

35866

50

５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1年 7月 17日

短信查询体育彩票开奖号码， 移动发 CP 到 1066125666，小

灵通发 CP 到 10661256，联通发 CP 到 10621956，包月定制

6 元 / 月，咨询电话：0731—84429019。 开奖信息查询：湖南

体彩网www．hnticai．com

排列 3、排列 5第 11191期

本期投注总额：21005394 元

中奖号码 4� � 1� � 9

投注类型 全国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直选 13566 1000

组选 3 0 320

组选 6 35935 １６０

中奖号码 4� 1� 9� 7� 3

奖 级 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14� � � � � � � � � � � 100000

排

列

３

排

列

５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都市·公共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T2航站楼明晨5点启用，登机请提前两小时到机场。

记者 龚磊 摄

车站售票窗口。 CFP�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