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月9日讯 今天上午， 长沙黄花国
际机场新航空货站及新航空配餐楼正式启
用。据介绍，新航空货站的年货邮吞吐量保
障能力可达20万吨，新航空配餐楼日均配餐
量可达到10400份。

■记者 朱玉文 通讯员 周新丽 邓竹君

长沙机场新货站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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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9日讯 今天， 湖南日报报业集
团和湘潭市昭山示范区在长沙举行签约仪
式， 正式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根据协
议，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拟用5年时间，在昭
山示范区内建起一个以华声在线网络传媒
及新闻培训中心为基础、 科技密集和人才
密集的现代传媒产业聚集区， 构建新媒体

研究开发及人才培训优质平台。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蒋祖烜说， 湘潭特

别是昭山已成为全省文化发展的重要高
地，在这里发展文化产业，对于改变产业结
构、提升地方形象具有重要意义。湖南日报
报业集团是我省文化发展、 文化创意产业
中的重要投资者和产业生力军， 近年来增

长势头十分强劲。两者的强强联合，将成
为湖南文化春天里的“第一朵报春花”，
并将形成“一花引来百花放” 的良好态
势。

湘潭市委书记陈三新表示， 湖南日
报报业集团与昭山示范区合作开发文化
创意产业， 必将进一步壮大湘潭文化产

业，提升湘潭文化软实力，构建红色文化与现
代文化相互融合、交相辉映的格局。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党组书记、 社长覃晓
光在致辞中说，此次签约是双方顺势而为、顺
时而动的正确选择，以签约为契机，双方将致
力于多方面的战略合作， 共同促进湖南文化
的大发展、大繁荣。 ■记者 秦慧英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与昭山示范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5年后昭山将成现代传媒产业聚集区

本报1月9日讯“亲，还在为春节买不
到票回家苦恼吗？”1月10日起，家在吉首、
怀化、隆回、永州的老乡们，登录新浪微博
@湖南高速警察或@三湘都市报， 或拨打
本报新闻热线0731-84326110， 您就可
以报名申领免费返乡车票，16日报名截
止，先报先得哦。今天，湖南省公安厅交警
总队高速公路管理支队、新浪湖南携手本
报等多家媒体发起“拒坐超员车辆，宣传
文明交通，爱心送您回家”活动。

这次活动设计了长沙-吉首、 长沙-
怀化、长沙-隆回、长沙-永州4条线路，免
费派发200张车票， 每条线路各50张。长
沙-吉首的线路由本报组织， 报名从1月
10日上午开始。如果报名成功，大伙就可
以在1月17日上午10点伴着小年的喜庆
快乐返乡了。这条线路的终点设在吉首汽
车总站，以便大伙转车回家。

本报1月9日讯 从铁路部门的车票预售
情况看，截止到1月9日16时，湖南各主要火
车站18日前往东北、西北、西南方向以及省
内短途部分方向车票相对紧张， 而前往广
东、上海、福州方向车票相对宽松。

18日前，长沙往哈尔滨、沈阳、长春、西
安、宝鸡、成都、昆明等地车票基本售完，仅
剩少量无座票。18日前往北京方向的硬座、
硬卧票已经基本售完，只有长沙站还有部分
软卧车票可供发售。 ■记者 朱玉文

200张免费返乡车票等你来拿
想回吉首怀化隆回永州的读者均可参与 登录新浪微博或拨本报热线报名

春运·购票

18日前，北上车票紧张

车中车，车中人，这趟“顺风车”搭得好
险啊。1月9日下午， 一辆拖运面包车的半挂
货车因超长、超高和违规载人被高速交警醴
潭大队民警查获。

下午2点多，一辆超长、超高的“巨无霸”
驶入醴潭高速省际卡口金鱼石春运检查站。
货车靠边停车后，民警又有新的发现，夹在
中间的一辆面包车内竟然坐着两名女子。

司机张先生说， 由于春运车票难买，车
内两名女子想搭他的货车返乡，但是驾驶室
内已经满员，他担心超员被罚，就想出了让
两人坐在被拉面包车内的办法。

■记者 王为薇 通讯员 刘斌 摄影报道

返乡票难买
两女子坐“车中车”

春运·事件

租车回家过年，中低档车辆订完了
提醒：租车最好试驾一圈

春运·调查

本报1月9日讯 南门口百年名校长
郡中学门前、城南路上空，一座人行钢
便桥日前已悄然成型，春节前投入使用
承担过街人流。附近，南门口地铁站正
在管线迁改，一年后此时一座两层地铁
站将在地下成型。

南门口是长沙市城南路与黄兴路
的交叉路口， 距离天心阁约200米。4天
时间里，一座墨绿色钢便桥在南门口上
方悄然成型，只差南边上下桥阶梯搭好
后就可走人。

附近保安说，钢便桥是为附近南门
口地铁站准备的， 计划春节前交付使

用， 南门口过城南路的人以后经人行便
桥分散。怎么在车辆、行人往来如织的南
门口围地施工，让项目部费了一年的劲。
中铁12局2号线南门口站工程部部长王
业强说， 南门口地铁站有地下两层，长
217米、宽20米，原本做起来很简单，就因
为南门口“寸土寸金”，26个月的主体和
附属施工期分三次围挡纾解交通。 交通
纾解期间， 除了城南路上社会车辆不能
左转上黄兴路、只能通过书院路周转外，
城南路与黄兴路之间的互通不会受到其
它影响。

■记者 叶子君

南门口人行钢便桥节前亮相
地铁站施工不阻城南路交通

本报1月9日讯 五一大道景江东方酒
店前和长沙口腔医院前，工人们正在拆除
蓝色围挡，准备迎接春节前五一大道的拉
通。黄兴路拉通要等到今年6月，到时五一
广场将出现5层新“立交”，从下至上依次
为1号线行驶区、2号线行驶区、 付费买票
区、黄兴路、五一大道。

五一广场立交桥
春节前投入使用

相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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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9日讯 今天下午， 省委、
省政府组织召开第二十五次全省“扫
黄打非”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省委常
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路建平，副省长李
友志出席会议。

会议总结了全省2011年“扫黄打
非”工作，对2012年“扫黄打非”工作进
行了部署。2011年，全省各级“扫黄打
非”工作部门共查缴非法出版物149.2
万多件； 立案查处“扫黄打非” 案件
1602起；取缔关闭非法网站192个。据
悉，今年全省各地将重点开展3次“扫
黄打非”集中专项行动。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刘时军

扫黄打非年封
192个黑网站

本报1月9日讯 春节租一台小车回
家过年，既可以避开排队购票，又可以
带上满车年货体面回家。 记者调查发
现，由于目前选择租车回家过年的市民
激增，长沙汽车租赁市场出现供不应求
的局面，中低档车辆更是无车可租。

长沙赢时通汽车租赁公司销售经
理文静告诉记者，每年春节是公司租车
量最大的时候，目前该公司春节期间的
车已经全部提前预定了。

据文静介绍，目前长沙汽车租赁市
场的车辆大致分为低中高档三种类型，
低档车大约租金为200元/天， 中档车
450元/天，高档车800元/天，每天限行
驶260公里左右， 多出的里程按1元/公

里收取。
目前长沙多数汽车租赁公司在租车

时，只需要出具身份证、驾驶证、信用卡
登记。一般情况下，押金是5000元左右，
不同公司略有差别。 而记者在调查过程
中了解到， 春节期间租车时间也有一定
的限制，有的至少租7天，大多数公司都
表示需租10天。

业内人士介绍，选择租车公司时，要
选择正规、大型连锁的汽车租赁公司。在
取车时， 要认真对车辆进行检查， 行驶
证、养路费凭证等证件是否完备。最好能
试驾一圈，判断车辆的基本情况，并逐一
填写验车单。

■记者 黄静

如果您老家在吉首， 可登录新浪微
博，关注“三湘都市报”，将真实姓名、手机
号码、身份证号码私信给“三湘都市报”，
或者拨打本报热线0731-84326110将以上
信息告知我们。

若您要回永州，则需要登录新浪微博，
关注“湖南高速警察”，将真实姓名、手机号
码、身份证号码私信给“湖南高速警察”，或
拨打湖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公路管理
支队热线电话0731-84068261报名。

家在怀化和隆回的老乡们，则可拨打
高支队热线0731-84068261咨询领票事
宜。

■记者 王为薇 通讯员 陈颖 梁美芝

微博和电话均可报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