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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国庆去火宫殿看湘西庙会

梅溪湖文化艺术周10月17日开幕

10月1日-7日，湘西罗水民族剧团独具特
色的茅古斯舞、打苗鼓和苗族舞蹈、土家族唢
呐、 相声小品将在火宫殿庙会上一一登场亮
相。同时，殿内两大美食板块“湘菜首府”、“小
吃王国” 也将向市民推出多款特色湘菜和小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田万方
吃。

10月17日，第三届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周再
度来袭，为期5天，包含“百城高校音乐节”、“国际
艺术经典大赏”、“公共空间情境艺术展演”、“白
俄罗斯国家广播交响乐团经典名曲音乐会”、“国
风雅韵音乐大典”五大音乐与艺术盛典。
■记者 曾力力 通讯员 文艳

热线

本报便民服务热线
长沙市供水公司
长沙电力投诉
长沙新奥燃气
价格举报电话
长沙市公共客运管理处
长沙城管投诉热线
国安网络

！

国庆出城，看清高速出行攻略

油价

这些路段和收费站可能非常堵 3处施工点假期不停工

今起，93#汽油降8分钱
本报9月29日讯 国家发改委今天发
出通知称， 自29日24时起汽柴油价每吨
分别下调100元和95元，调价之后，湖南
市场上成品油的具体价格为：93# 汽油为
7.19元/升，97#汽油为7.64元/升，0#柴油为
6.87元/升， 具体降幅分别为0.08元/升、
0.09元/升、0.08元/升。
“本次调价使得成品油完成近十年来
首次‘五连跌’及月内‘三连跌’，汽油零售
价较7月22日——
—此轮‘五连跌’之初累计
下调五毛四，重卡月度油耗成本累计下降
2551元， 而私家车月度油耗降低95元左
右。”中宇资讯分析师马燕说，当前成品油
价位已处于低位，继续下行空间或较为有
限，预计下一轮调价搁浅的概率较大。
■记者 侯小娟

国庆节假期高速公路
免费通行时段将从10月1日
零时开始，10月7日24时结
束。免费车辆为行驶收费公
路的7座以下（含7座）载客
车辆，免费时间以车辆驶离
出口收费车道为准。
9月29日下午， 省高速
公路管理局发布出行攻略，
预计10月1日将出现出行高
峰，10月6日、10月7日将出
现返程高峰。
●尽量避免走这8个收费站
长沙出发方向： 长沙、
长沙西、雨花、李家塘、学士
5个收费站。
省内其他方向： 岳阳、
小塘、羊楼司等3个收费站，
潭 邵湘 潭 北至 塔岭 互 通段

也应重点回避。
●3处施工点假期不停工
G5513 长 张 高 速 益 常
段 76公里 -149公 里 大 修 施
工，单幅双向通行。
G5513 长 张 高 速 益 常
段159公里处下穿施工，单幅
双向通行。
S11 平 汝 高 速 炎 汝 段
411公里-433公里由南往北
寒岭界隧道封闭施工，单幅
双向通行。
●这几个路段可能非常堵
京港澳高速临长、长
潭、潭耒段；长张 高速 长 常
段；沪昆高速潭邵段。
旅游景点交通流量饱
和路段：去往韶山的潭邵高

速， 去 往张 家 界 的 长 张 高
速， 去往衡山的南岳高速，
去往凤凰景区的吉茶高速。
●出省可走新开通的高速
9月27日， 广 （州）乐
（昌）高速公路通车，从郴州
出发绕开京港澳高速，走广
乐到广州可节省1个小时。
9月29日12点，武深高
速湖北通城段开通，此高速
连接杭瑞高速，南接湖南的
平汝高速，湖南境内将开通
东塔省级收费站，去江西九
江、湖北通城方向可走此高
速。长沙出省的车辆可走长
永高速-平汝高速 （往北）通平-东塔-出省。
■记者 潘海涛
通讯员 江钻

焰火

10月4日晚橘洲有焰火
晚6点后橘洲站不停
国庆假期焰火将于10月4日晚8:30起
燃放，燃放时间为20分钟。地铁2号线在当
天18点到运营结束将不停橘子洲地铁站，
提醒当日计划出行橘子洲的乘客提前做
好乘车规划。
此外，为应对国庆客流，地铁行车间
隔压缩到8分钟， 每天上11列车并备用2
列。并在望城坡、五一广场、火车南站设置
安检快速通道。
■记者 叶子君 潘海涛 通讯员 杨晓眉

就业

郴州职院创新学生就业
从校企合作到校企融合， 从输送出去
到服务本地经济；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专业
设置，帮助学生转变就业理念。近年来，郴
州职业技术学院在学生就业工作上走出
了一条崭新的路子。2014年初次就业率达
87.08%，毕业生满意度在95%以上。
郴州职院和一些知名企业建立了合作
关系，开始尝试进行工学交替。学生进入学
校学习一段时间后， 分期分批进入相对应
的合作单位进行工作。 在每年一百多名工
学交替的学生中，就会有30名左右被企业
留住。对于一些愿意从基层做起的学生，找
到一份工作并不是难事。对此，学院老师帮
助学生转变就业观念， 培养吃苦耐劳的精
神，提高就业率。
根据市场需求对专业设置进行调整，
校企融合提高就业质量。比如，这两年，曾
经风行的模具专业进入低迷， 汽车行业则
有迅猛的需求， 学院便将模具专业从6 个班
减少到1个班，而将汽车行业增加到5个班。娄
底学生小张是2012届毕业生，汽修毕业后自
主创业，如今年收入超过了50万元。
根据学校自身毗邻郴州高新技术园、
靠近郴州经济开发区的地理优势，郴州职
院做出了立足于服务本地经济培养一线成
品人才的办学定位， 不断增加本地就业比
■本报记者
例。

独生子女奖励怎么领，看这里
本报9月29日讯 我省 城
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新制度
已正式启动， 哪些人可获得
奖 励，怎 么领 取 ？省卫 计 委 党
组书 记 詹 鸣 今 天 就 政 策 实 施
推进 情 况作 了介 绍 。 据 悉 ， 各
市 州 10月份 会全 面启 动 奖 励
发放工作。
按规定， 我省城镇独生子
女父母奖励标准为每人每月80
元，从2014年1月1日起开始发
放，直至亡故；或每人一次性奖
励5000元。 具体规定为，2014
年1月1日后退休或达到规定所
定奖励条件的， 奖励标准为每
人每月80元。是职工的，从达到
国家规定退休条件并办理正式
退休手续次月起开始发放，直
至亡故；是无工作单位居民的，
从达到规定所定年龄次月起开
始发放，直至亡故。
2014年1月1日前 原应 享
受而未享受增发本人基本工资
5%退休金待遇，以及在2009年
10月22日至2013年12月31日
期 间 领取 或未 领 取5000 元 奖
励的独生子女父母， 可选择一
次性奖励5000元或从2014年1
月1日起每人每月奖励80元的
方式，选择后不得更改。

1

问题

2

如何申请获得奖励

国有单位职工由其所在单位负责奖励资格确认；其他城镇居民
未参保的、在省外参保的、在省级参保的以及在户籍地所属市级或
县级参保的，由户籍地负责奖励资格确认，其他由参保地负责奖励
资格确认。
2014年1月1日前， 未享受增发本人基本工资5%退休金或一次
性奖励5000元待遇、原属于在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办理正式退
休手续的独生子女父母，企业改制、破产重组后仍属于国有企业或
国有控股企业的，由现企业负责奖励资格确认。企业已改制、破产重
组为非国有企业或非国有控股企业的，或破产未重组的，按隶属关
系，纳入其他城镇居民范围。

3

问题

出行·城区
在城区转悠
注意绕开这些施工段
万家丽路快速化改造围
挡施工第二阶段将于10月2
日开始实施，围挡范围为：万
家丽路洪山路口至匍园路口
路段、 匍园路口至阳光路口
路段、 香樟路口至木莲路口
路段、 木莲路口至湘府路口
路段。围挡后，非机动车与行
人采用共板通行， 车道压缩
为双向四车道。
交通组织方面， 万家丽
路舟桥路口、纬二路口、板塘
路口等交通流量较小的路
口，已采取交通全封闭措施。
荷花路、马王堆路、古曲路等
11条道路已实施错时禁停管
制，下一步，将禁停范围扩大
到嘉雨路、法院路等道路。根
据交通状况， 还将采取路口
禁左等措施。 ■记者 黄娟

哪些人可获得奖励

1、本省城镇居民且未在外省市区享受同类奖励。
2、持有《独生子女证》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等有效证明的独生
子女父母，或持有《无子女证明》的终身未生育也未收养子女的人员。
3、符合国家法定退休条件并办理正式退休手续的职工，或男性
年满60岁、女性年满55岁的其他城镇居民。
4、2014年1月1日前，应享受而未享受或未完全享受增发本人基
本工资5%退休金或一次性5000元奖励的城镇独生子女父母。

问题

96258
85133333
95598
95158
12358
84303488
88665110
82772222

施工提醒
桔园立交桥改造施工 ：
请按现场交通提示行驶。
芙蓉南路动物园路段轻
轨施工路段：建议往湘潭、株
洲方向的车辆提前选择京港
澳高速或其他道路通行。
G107 国 道安沙路段施
工：建议往岳阳方向的车辆提
前选择高速或其他道路通行。
S207 春 华 路 段 半 封 闭
施工：建议往浏阳、平江方向
的车辆提前选择高速或其他
道路通行。
浏阳市区金沙南路提质
改造施工：建议从浏阳大瑶进
城车辆绕道天马山隧道通行。

不同人群在哪领奖励

1、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由所在单位随
退休费发放。原已享受增发本人基本工资5%退休金的，由各单位按
人事管理权限，报当地人社部门重新核定。
2、参加企业职工或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其奖励金由社保机构
随养老金按月代发。但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中，自国家实施城镇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以来至本规定实施时，已死亡且享
受奖励不足5000元的，由企业补足5000元。
3、 其他奖励对象的奖励金由当地人口计生部门在每年第四季
度组织发放。

■记者 洪雷 实习生 吴思宁 王敏 通讯员 唐玉萍

社保

尘肺合并结核
工伤医保全报
本 报 9 月 28 日 讯 尘 肺
病人因其颇具悲情的“呼吸
之痛”近年来备受关注，而另
一种严重的传染病——
—肺结
核也是尘肺病人最常见的并
发症之一。近日，省胸科医院
一天收治了26名尘肺合并结
核病患者， 该院已经被纳入
省直工伤保险定点医院，所
有参保工伤医保的尘肺合并
结核患者， 治疗费用由工伤
医保全部报销。 医院还给他
们提供一日三餐的免费营养
餐和全套的生活用品， 且报
销来回路费。
■记者 洪雷 实习生 王敏
李慧宇 通讯员 杨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