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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 3、排列 5第 12254期 本期投注额：18639558 元
中奖号码 6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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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超级大乐透第 12109 期 本期投注额：81799464 元

22选 5第 12254期 本期投注额：168846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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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奖池 14461157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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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2年 9月 17日

体育彩票开奖结果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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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秋国庆双假期， 全国小型
车辆出游高速公路可免费通行。消息一
出，私家车主齐声叫好，无车一族也纷
纷投入租车自驾游的行列。今年长沙的
租车市场异常火爆， 有租车公司表示：
“与去年国庆相比， 今年的车辆出租预
订率提高了20%-30%。”

租车预订率比去年增两成
长沙市民吴迪准备国庆租车跟家

人一起去张家界旅游。他给记者算了一
笔账，“如果坐火车，1人的来回票价大
约200元，加上300元的下山费和日常打
车钱，车费大概600元左右。但如果我租
三天省油的小型车， 加保险一起大概
1500元，可以去四个人，算下来每人只
要370元。”

吴迪表示，开车出游本来就一
半路费、一半油费，现在免了高速
费，等于少了一半钱。而且开车出
行可以自己自由支配，省时省力。

“虽然离国庆还有十多天，但
我们公司大部分车都被预订了。”
长沙欢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刘经

理说，“相比去年，今年租车预订率提高
了20%-30%。”

国庆租车价格不上涨
虽然租车人数上涨，但长沙各租车

公司基本维持原价，不会涨价。
市民选择什么车型外出旅游最划

算呢？国信汽车租赁公司刘铁辉经理推
荐了两款车型。 一款是别克商务车
GL8，这款车有七个座位，可供全家出
游， 相对比较舒适 ， 日租价格在
600-800元不等； 另一款是东风日产
的阳光或启程，这两类车相对油耗较
低，日租价格在280元左右。

国庆新增1200台新车
今年长沙租车人数大幅提高，长沙

神州、一嗨等租车公司将在国庆节前投
放1200台新车，加上租车市场的原有车
辆，国庆节市场将有4700多台车辆可供
出租。

长沙市特种行业治安协会汽车
租赁专业委员会会长赵新国表示，所
有车辆落实了长沙市公安局要求对
所有租赁车辆实行防范软件的需求及
GPS的监控系统， 现已有80%的车辆装
载完毕，剩下的也将在国庆节之前装载
完毕。

另外， 目前长沙市场的租车公司大
概有两三百家， 但正规注册成立的只有
117家。赵新国提醒，市民在租车过程中发
生纠纷或有不满， 可拨0731-88729638
投诉。

■记者 彭可心 实习生 王维

省高支队发布长假交通安全指南：早点出发、早点返程、提前一个站点上下高速

别挤这9个收费站，客车夜行要挨罚

本报9月17日讯 早一点出发、 早一个
站上下高速、早一点返程，做到“三早”，你就
能更加从容地享受长假高速部分车辆免费
通行这一优惠政策了。从9月30日起，我省
高速公路将迎来第一个部分车辆免费通行
的法定节假日，今天，省高速公路管理支队
发布了与此相关的交通安全指导意见。

避免从主要收费站上下高速
根据节假日车流量的历史数据，高支队

预计，此次中秋国庆长假期间，长沙、长沙
西、雨花、李家塘、学士、湘潭、岳阳、小塘、羊
楼司等收费站车流量会进一步增加，驾驶人
应对这些站点进行重点回避。“最好的办法
就是提前从通行量较小的收费站上下高速
公路。”

此外，节假日期间，我省高速公路，特别
是京港澳、沪昆等国（省）主干线、长常、常张
等国家交通大动脉，连接热门景区的旅游线
路将迎来车流高峰。

假期去南岳的游客较多，往年8时至11
时下潭耒高速新塘收费站的车辆队伍甚至
排到了高速主干道上，加上目前京港澳高速
潭耒段北往南方向多处施工， 车行缓慢。高
支队建议，南岳以北的私家车可以走潭衡西
高速进入南岳，而南岳以南的私家车则可选
择新塘收费站进入南岳，旅游大巴可走潭衡
西高速，需要提醒的是，衡山大桥为4类危
桥，限高3.2米。

客车凌晨2-5时仍营运要受罚
为避免重特大交通事故的发生，针对夜

间2时至5时运行的客运车辆， 高速交警将
在拍照登记后集中抄告车辆所属地运管部
门，驾驶人及客车所属公司将因此“受罚”。

节日期间，高速交警将对小塘、羊楼司、
金鱼石、新晃、枣木铺、道仁、堡城、茶峒8个
省际收费站严格落实24小时勤务制度，对
“二客一危”车辆实行逢车必查，发现违法行
为必将依法处罚，消除违法行为后放行。

在分流措施方面，高速交警将加强大中
城市主要出入通道收费站的通行秩序维护，
运用渠化导流小型客车、 设置快速通道、设
置导流牌等措施疏导车流。

高支队再次提醒驾驶员，高速交警将严
查为等待9月30日零时进站而导致交通堵
塞、10月7日因赶超24时出站而超速等违法
行为。 ■记者 王为薇

实习生 胡美云 蒋璐 通讯员 曾弘毅

4700辆车供长沙市民国庆租车自驾游

5�确定车辆里程数。一
般规定一天230公里
的行程范围， 超出部
分按一元每公里计
算。

▲ 9月17日，高支队通过新浪微博“湖南高速
交警”发布南岳衡山引导图。

租车请注意这些小细节

经京港澳南下至①殷家坳互通后向西转沪
昆高速潭邵段至②塔岭互通向南转潭衡西高速
至③杉桥互通向东转衡邵高速④松木塘收费站
下高速转107国道。 制图/欧文

提醒

京港澳潭耒段分流方案
目前京港澳高速潭耒段马家河互通至大浦互

通路段北往南方向正在进行封闭施工， 禁止车辆
通行。

1、北往南方向车辆经京港澳高速长潭段南下
的， 至殷家坳互通后向西转沪昆高速潭邵段至塔
岭互通向南转潭衡西高速至杉桥互通向东转衡邵
高速至大浦互通向南转京港澳互通继续南下；

2、上海方向来车经沪昆高速醴潭段南下的，至殷
家坳互通继续向西行驶至塔岭互通转潭衡西高速南
下；

3、贵州、云南方向经沪昆高速南下的，至塔岭
互通向南转潭衡西高速南下；

4、常德、重庆方向来车南下的，在长常高速金
桥互通转长沙绕城高速至学士互通转长潭西高
速， 经湘潭互通转沪昆高速向西至塔岭互通向南
转潭衡西高速南下。

长沙、 长沙西、
雨花、李家塘、学士、
湘潭、岳阳、小塘、羊
楼司等收费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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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新国提醒市民，要选好所需的车型，提前跟租赁公司预约；租车后检查车况；
租赁车辆未经租车公司允许不得随意转借；保护好车上软件及各项设施；如有任何
异常及时向租车公司反映；对租车公司服务等有不满可向协会投诉。

市民的租车步骤在各租车公司大同小异，主要可分为以下几步：

1�浏览公司网页或
者直接去门店选择
好车型；

2�在门店查看车辆
实体， 向前台接待
询问车辆相关情
况；

3�交纳押金， 出示
身份证、 驾驶证和
银行卡；

4�具体查看车辆，租
车公司是否记录车辆
有刮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