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芙蓉区：
1、人民路杨家山和远大路

团结桥西往东方向出城车多；
五一大道蔡锷路口东往西方向
车流大； 韶山路窑岭路口北往
南车流大。

2、节后返程，人民路杨家
山和远大路团结桥东往西进城
方向车流量大。

天心区：
1、 中秋节出入城高峰期，

南二环猴子石大桥、芙蓉南路、
湘江路、 书院路新开铺路口容
易发生拥堵， 建议绕行黑石铺
大桥或三环， 过江车辆尽量选
择湘府路大桥通行。

2、19日-21日， 湘江路风光

带（橘洲公园大型活动）、南二环
南郊公园等周边道路车流大。

岳麓区：
1、18日下午湘江营盘路隧

道、湘江橘子洲大桥、银盆岭大
桥、 猴子石大桥至学士收费站
路段、岳麓大道等车流大。

2、19日-21日， 岳麓山风景
区、梅溪湖公园等周边道路车流
大， 可能影响到湘江橘子洲大
桥、麓山路、枫林路及西二环。

开福区：
1、三一大道、三一大道钢

便桥、银盆岭大桥、芙蓉北路出
入城交通压力大。

2、节日期间以烈士公园为

中心的周边道路车流大。

雨花区：
1、 出入城高峰将在二环线、

韶山南路、桂花路、劳动路、长沙
大道等路段凸现。

2、京珠高速雨花收费站进出
高速车辆多，尽量走长沙大道、万
家丽路、 绕城高速进京珠高速李
家塘收费站。

3、 预计节日期间东塘商圈、
韶山路汽车南站周边车流人流会
激增。

高新区：
1、岳麓大道车流大，尽量绕

行金洲大道或枫林路。
2、节假日期，雷锋纪念馆前

游客将大幅增加， 雷锋镇三角坪
地段请勿乱停车。

望城区：
雷锋北大道沩水桥路段可能

发生拥堵， 此路段为前往靖港古

镇的必经路段。

长沙县：
1、长沙生态动物园容易拥堵，

因芙蓉南路暮云段城市轻轨施工、
道路两侧施工工地较多，动物园出
入口半封闭施工易造成拥堵。

2、黄兴镇集镇范围内车流量大，
施工车辆多，请驾驶人谨慎慢行。

浏阳市：
1、中秋节出入城高峰期，花炮

大道、金沙路交通压力大。
2、G319线浏阳段蕉溪岭隧道

容易发生堵车，建议选择绕道S103
线通行。

3、 因S309线正在进行道路提
质改造，全线禁止通行，前往浏阳
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的车辆，请绕
道浏大高速通行，往大围山方向的
从蕉溪互通上浏大高速，经官渡互
通下，再经达浒镇至大围山。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黄娟

中秋出行避开长沙堵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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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陈先生乘坐牌照为
湘AT8275的的士从长沙市九
尾冲到老省政府后门，匆忙下
车时， 不慎将手机遗失在车
上。焦急万分的陈先生致电的
士所属单位湘涂公司后，找到
的哥孔必清，孔必清接到电话
后立即查找到失物并主动送
还。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刘玲玲

本报9月17日讯 19日就是中
秋节了， 记者发现长沙各大超市月
饼“大跌价”，盒装月饼突破5折，散
装月饼甚至“买一送二”。多家超市
的导购员表示， 这几天是月饼销量
的最高峰，也是最实惠的时候，而中
秋一结束月饼会马上撤柜。

记者在新一佳超市华夏店看
到，相比往年的高价月饼，今年的月
饼价格算实惠多了， 打折力度也更
大，价格大都跌至5折。就华美月饼
来说，它有98元至568元价格不等的
几款月饼礼盒， 销量比较好的是98
元这一款。按照买一送一，一盒盒装
月饼的实际价格仅49元。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张颐佳
实习生 刘晓园

本报9月17日讯 中秋期间
湖南高速不免费，预计9月18日将
出现出行高峰，9月21日将出现返
程高峰。湖南高速警察温馨提示广
大司乘朋友，出行前要合理选择出
行线路和时间。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王为薇
通讯员 李祥 梁美芝

中秋、国庆长假临近，长沙
铁路公安处自9月15日起至10
月8日，在辖区内组织开展为期
25天、以打击倒票、制贩假证假
票为主的“秋风”战役。市民可
拨打0731-82637178举报。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黄娟

本报9月17日讯 记者
从广铁集团了解到，中秋期间
（9月18日至9月21日）铁路客
流将十分火爆，预计中秋期间
发送旅客330万人次，日均客
流超过暑运逼近春运。广铁预
测短途客流集中在广州、深圳
和长沙等粤湘两省主要城市
之间， 长途客流集中在广州、
深圳往北京、厦门、海口、武汉
等方向。

高铁方面：9月 18日长
沙南出发前往北京西、南京

南、上海虹桥、济南西、西
安北方向的车票已经售
罄，南下到深圳北、广州南
方向还有少量余票。 广州
南出发前往武汉、石家庄、
太原、 西安北方向的车票
已经售罄， 长沙南、 北京
西、 郑州东方向还有少量
余票； 深圳北出发前往长
沙南、武汉、西安北、郑州
东方向的车票已经售完 ，
北京西方向还有少量余
票。

普列方面：9月18日从长
沙前往海口、张家界、吉首等
近距离旅游城市的车票已经
售罄，前往北京、上海、南宁、
南昌方向的车票比较走俏。从
广州、 深圳地区出发前往北
京、天津及东北、沪宁杭方向
的车票基本售罄，特别是前往
拉萨、乌鲁木齐、张家界、厦门
等热门旅游城市的车票十分
紧张。

■通讯员 曾勇 刘伟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潘海涛

宁乡公园景区推出中秋节日大
餐。

密印景区： 密印景区向在期间
生日的游客免费开放， 凡来景区参
观的游客， 凭身份证确定为9月
19-21日，10月1-3日生日的， 可以
免票进景区祈福休闲。

关山景区： 中秋节推出门票优
惠，原价50元/人的景区门票优惠价
10元/人。

灰汤温泉： 到湘电温泉泡温泉
可在温泉中心参与抽奖， 到通程温
泉大酒店泡温泉， 去千佛洞祈福门
票可少18元/人。华天温泉城推出家
庭优惠套餐， 紫龙湾温泉度假区将
举行家庭赏月晚会。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王文

本报9月17日讯 今年中秋、“十
一”期间被称为“史上最复杂假期”。
但如果你在这段时间加班，加班费要
怎么算？今天，省人社厅公布了计算
方法。

法定节假日加班费三倍

省人社厅表示， 中秋节假期为9
月19日至21日，共3天；国庆节假期
为10月1日至7日，共7天。其中，9月
19日为中秋节法定节假日，10月1日
―3日为国庆节法定节假日， 用人单

位若在此期间安排劳动者加班，应
按照不低于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
工资的300%另行支付加班工资；9
月20日-21日，10月4日-7日安排
劳动者加班的，可以选择给劳动者
安排补休而不支付加班工资， 如不
补休， 则按照不低于劳动者本人日
或小时工资的200%支付加班工资。

加班费的计算公示

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月工资基
数÷21.75天×300%×加班天数

休息日加班工资=月工资基数÷
21.75天×200%×加班天数

举例：长沙某白领月工资标准为
3200元， 如果用人单位安排该职工在
“两节”期间全勤加班。

那么，该职工的加班工资分为两
块： 法定节假日部分：3200（元）÷
21.75（天）×300%×4(天)=1765（元）；
休息日加班部分为 ： 3200（元）÷
21.75（天）×200%×6(天)=1765（元）。
共计3530元，比这位白领的月工资还
高。

拼长假需和单位协商

针对近来网传的各种拼凑长假方
法，省人社厅提醒，安排年休假期固然
要考虑职工本人意愿， 但并不意味着
劳动者可随时决定休年假。

否则， 一旦许多人不约而同选择
同一时间休假，会导致企业运作困难。
当然双方可以协商， 但如果协商不能
达成一致， 职工还是必须服从用人单
位的安排。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刘璋景

长沙中秋往北京、上海票源紧俏
今往海口、张家界、吉首等近距离旅游城市车票售罄 广铁预计客运超暑运逼春运

长沙 24~33℃ 晴
株洲 24~33℃ 晴
湘潭 23~35℃ 晴
衡阳 26~36℃ 晴
常德 24~35℃ 晴
岳阳 25~32℃ 多云
益阳 24~33℃ 多云转晴
娄底 24~33℃ 晴
邵阳 22~34℃ 晴
郴州 25~35℃ 晴
永州 24~33℃ 多云转晴
怀化 23~34℃ 晴
湘西 21~32℃ 多云
张家界22~33℃多云转阵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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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哥开车送还手机

超长假期，加班费比月工资还高
节前网上盛传各种拼凑长假方法，省人社厅提醒：拼长假需和单位协商

月饼跌至5折入手实惠

消费…

游园…

9月19日-21日过生日
免费游宁乡密印景区

举报…

中秋期间
高速不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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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城
内 驾驶员们请注意，中秋期间，在长沙城内走

亲访友、参加聚会以及短途自驾游时，请留意避
开这些拥堵路段。 加

班
费

中秋节请3天休
8天： 即9月16日-18
日请假， 加上上个双
休日，即可享受9月14
日-21日的8天长假。

国庆节请2天休
10天：9月29日-30
日请假，可享受10天
假期，即从9月28日
放到10月7日。

拼假攻略

■制图/杨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