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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内

今年中秋，全省高速公
路有24个服务区内的好相
惠超市将免费赠送价值689
元的张家界旅游套票凭证，
分别是洞口、芷江、安江、新
晃、衡东、怀化、南长城、凤

凰、保靖 、通道、靖州、会同、
洪江、浏阳、洪观、桂阳、大
围山、朱亭、雁城、安沙、平
江、大荆、长沙、永州。

■记者 王为薇 潘海涛
通讯员 梁美芝 江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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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便民服务热线 96258
长沙市供水公司 85133333
长沙电力投诉 95598
长沙新奥燃气 95158
价格举报电话 12358
长沙市公共客运管理处 84303488
长沙城管投诉热线 88665110
国安网络 82772222

热线健康

久坐不动易患腰椎间盘突出

专家提醒，近年腰椎间盘突出患者
年轻化趋势明显，长期久坐的职业人士
应注意保护腰椎，坐时头要正，颈要直，
后背尽量靠在椅背上。久坐不动人群每
40至60分钟应起身活动一下。

■据新华社

IT

手机木马借“艳照”耗流量

近日，网络论坛大肆传播“好莱坞
史上最大规模艳照”。360手机安全中
心监测发现，“明星艳照” 等多款手机
软件已被植入木马， 不但能消耗手机
用户的流量，甚至还能窃取手机信息，
用户要当心哦。 ■据新华社

湖湘宝地·美丽浏阳
浏阳面向全国公开选调 60名公务员
一曲《浏阳河》唱响天下，浏阳

地处湖南东部， 面积 5007 平方公
里，人口 143 万，是世界闻名的花炮
之乡，是全国著名的将军之乡、诗词
之乡、花木之乡，是全国发展改革试
点城市、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2013
年， 浏阳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940 亿
元，完成财政总收入 75.9 亿元，县域
经济与县域基本竞争力跃居全国第
47 位。 2014 年上半年浏阳多项工业
经济主要指标居长沙榜首， 逆市飘

红的“浏阳现象”成为湖南县域经济
样本。

大开放带动大发展！ 随着长浏高
速的正式通车，浏阳高速通车里程达
到 227.3 公里，阔步迈入“高速经济”
时代；金阳大道正式动工，直通长沙，
打造快速无费通道；长浏城际铁路纳
入湖南第一批公共建设领域引进民
间投资项目范畴，未来将全面融入长
沙半小时经济圈。 浏阳正依据其独特
的地理位置和交通优势， 抢抓机遇，

勇立潮头！
浏阳地处湘赣边界，有秋收起

义纪念馆、胡耀邦故居等红色旅游
资源，有中国旅游新风向标的大围
山，正形成了“春赏花、夏漂流、秋
品果、 冬滑雪” 的旅游新模式，非
常适宜工作和生活 。 浏阳市乡镇
强劲的发展态势有目共睹， 大瑶、
镇头、 永安被列入全国重点镇；湖
南省试点“镇改市” 的四个城镇
中，永安、大瑶占了两席 。 发展的

浏阳亟需人才加盟。 近年来，浏阳
市持续推进人才引进“5358”工程，
为浏阳建设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
撑。 今年，已面向全国招聘了 589
名教师 、卫生系统人才、市直机关
事业紧缺型人才和国有企业专业
人才，第二、三批的人才招聘活动
持续进行中。 在此大背景下，推出
了面向浏阳市外公开选调 60 名公
务员举措 。 现将选调信息公告如
下，欢迎您来浏阳建功立业！

●选调范围。 浏阳市外各级实施公务员法的机关和使用行政编制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群团机关以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中，通过公务员考试录
用后，已进行公务员或参照公务员登记的人员。

●报考条件。具备《公务员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基本条件；年龄在 30周岁以下（即 1984年 8月 31日以后出生）；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放宽到 32周岁
以下（即 1982年 8月 31日以后出生）；有两年或两年以上工作经历（即 2012年 8月 31日前考录为公务员或参公人员）；报考财会工作人
员岗位还需具有会计从业资格证。

●选调计划。 公开选调公务员 60名，职位及具体要求详见《浏阳市 2014年公开选调公务员职位表》。 选调人员最低服务年限为三年。
●选调方式。 按笔试成绩高低由考生依次自主选择单位的方式进行。
●报名方式。 采用网络报名方式进行。 报名网站为浏阳人事考试网（http://www.lyrsj.gov.cn），报名时间为 2014年 9月 5日 9:00至 9月 9 日 16：00。
●联系方式：单位咨询电话为（0731）83655275（浏阳市人社局人事管理科）、（0731）83679720（浏阳市人社局考试培训中心）。

2014年中秋假期即将
来临， 其间高速公路不实
施小型客车免费通行，预
计高峰期分别在9月5日下
午、9月6日上午和9月8日
（中秋节）下午出现。与此
同时，节日期间5处施工路
段将有可能成为交通拥塞
高发段，请尽量避开。

其中， 因交通流量超饱
和， 有较大可能导致拥塞的
路段是：京港澳高速潭耒、长
潭、 临长段； 长张高速长常
段；沪昆高速潭邵段。因出行
车辆相对集中， 有可能导致
拥塞的路段是：去往韶山、张
家界、 衡山、 凤凰景区的潭
邵、常张、南岳、吉茶高速。

口感越好的月饼
保存期限越短

又到月饼销售季，食药监局的专家解
释， 通常月饼保存期长短取决于原料种
类、防腐剂、保存条件和包装方式等因素，
一般口感越好的月饼保存期限越短。

一般来说，糖和油越多的月饼越不易
变质，像老式的白糖、豆沙、枣泥等种类的
月饼，保质期可以达到两个月以上。水分越
多，就越容易滋生微生物，因此，口感越好
的月饼保存期限越短，像鲜肉、蛋黄月饼之
类的保质期只有两星期左右。 ■据新华社

今年中秋天气晴好
正是赏月的好时机

本报9月4日讯 中秋临近，天气适不
适合赏月是市民最关心的问题。据气象部
门最新预测，从9月5日开始，我省天气状
况转好，除湘南部分地区有阵雨外，中秋
期间全省绝大多数地区晴好，这样的天气
对于中秋假期出行和赏月非常有利。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姚蓉分析，由于
降雨结束，我省将有一次小范围的高温天
气过程。从7日开始至9日，省内大部分地
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5℃以上，湘中及以南
最高气温可达36℃左右。 ■记者 刘璋景

万家丽路北
明日停气

本报9月4日讯 记者从
长沙新奥燃气获悉， 为配合
长沙市万家丽重点道路工程
改造，9月6日9:00至9月7日
9:00， 万家丽路福元路段至
鸭子铺路段将暂停供气。沿
线单位恒大雅苑、 藏珑社区
等60余个单位、 社区将受到
影响。 ■记者 张颐佳

5岁左右孩子
最适合分房睡

孩子多大时分房睡？不
同家庭有着不同的认知和做
法。专家表示，太早分房睡和
太晚分房睡都不利于孩子的
心理健康， 但具体实施起来
也要因人而异。 一般来说，5
岁左右的孩子逐渐开始意识
到男女之间的性差异， 这也
是确立自身性别认同的基础,
这个时候分开睡， 给了他们
独立的空间。 ■据新华社

风云
中秋期间走高速避开5路段
今日下午将现首波出行高峰 4条往景区高速或拥堵

长沙交警发布中秋
出入城、商区、景区交通
预警， 请驾车出行的朋
友尽量避开拥堵路段，
错峰出行。

其中， 岳麓区主要
出城通道学士联络线东
往西方向预计前往湘潭
方向的车辆较多， 出城
压力大， 节后返程学士
联络线西往东方向、岳
麓大道银盆岭大桥西路
段西往东方向会迎来返
程高峰； 天心区橘子洲
景区北匝道口车流人流
大， 湘江大道北匝道口
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
禁止除公交车外的其他
机动车辆进入橘子洲大
桥通行， 建议市民乘坐
公交地铁； 天心区南二
环桔园立交桥因为施工
西往东交通压力大，建
议避开高峰期， 绕道湘
府大桥。

■记者 黄娟

交警发布中秋预警
去橘洲乘地铁公交

延伸 24个服务区赠张家界套票

5个施工路段
G5513长张高速益常段76km-149km大修施

工，单幅双向通行。
1

5 G72泉南高速衡炎段760km处跨线桥施工，单
幅双向通行。

4 G76厦蓉高速郴宁段712km处路基处置施
工，单幅双向通行。

3 S11平汝高速炎汝段411km-433km共22km
由南往北寒岭界隧道封闭施工，单幅双向通行。

2 G5513长张高速益常段159km处下穿施工，
单幅双向通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