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3.16���星期三 编辑 刘永明 图编 覃翊 美编 胡万元 校对 汤吉A09 ［专题］

韶山风景名胜区实施交通
换乘管理，对于缓解景区拥堵、
提高旅游质量无疑有诸多裨益
之处， 然而， 作为全开放式景
区， 韶山核心景区内仍有不少
居民， 换乘管理是否会对当地
居民生活带来不便？

刘科表示，《韶山风景名胜
区交通管理暂行办法》 充分考
虑了如何尽量减小对当地居民
生产生活的影响， 如核心景区
的居民车辆和符合条件的本地
车辆可凭证自由出入。

同时，刘科表示，韶山市还
将开通本地居民免费乘坐的环
保通勤车， 承担韶山居民景区
内公共交通运输功能， 并与景
区外公交车实现对接。

值得一提的是，记者获悉，
《韶山风景名胜区交通管理暂
行办法》 针对核心区域内常驻
单位，宾馆、饭店等合法经营场
所的车辆， 都采取了相应的通
行管理措施， 尽量减少对正常
经营活动的影响。实施抢险、消
防、医疗救护、警务等任务的车
辆可以直接进入核心区域。

■通讯员李饰峰谢维
记者潘显璇

应急车辆进不去，游客堵得出不来？

韶山风景区即将试行交通换乘管理
去韶山老是遭遇堵车堵人堵心？执行消防、救

护等任务车辆开不进， 游客堵在路上出不来？3月
25日起，这种情况或将得到有效缓解。

2月29日， 韶山市召开韶山风景名胜区交通
换乘管理动员大会，会上宣布，为进一步规范韶山
景区交通秩序， 提高韶山旅游品质， 中共韶山市
委、市政府研究决定，将于3月25日起，试行景区
交通换乘管理， 对进入景区内的各类车辆实行分
区分类管控， 进入景区的车辆须按规定停放在游
客中心， 游客进入景区可步行或换乘旅游环保车
进入景区游览。

韶山景区是不设卡
口、 不收门票的全开放式
景区，近年来，随着来韶游
客特别是自驾游的不断增
长， 景区管理和发展面临
着包括“环境保护、交通组
织、安全维稳、旅游质量”
在内的诸多挑战。

来自韶山景区的抽样
统计数据显示，仅去年“十
一”黄金周期间，经韶山高
速到达韶山旅游的车辆就
达66581台，10月4日当天
游客达到近9万人次，车辆
13000台，车辆从景区一直
堵到韶山高速收费站以内
10公里处， 沿途15公里路

段内车辆行驶异常缓慢，
毛泽东同志故居正常排队
参观需3小时以上。

韶山市副市长刘科对
此忧心忡忡，他介绍，韶山
旅游没有明显的淡旺季之
分， 周末和节假日期间核
心景区车满为患， 游客一
多，诸多问题也接踵而至，
其中，道路拥堵、停车难、
摩托车拉客、 交通事故频
发等现象尤为突出， 更加
令人担心的是， 由于路上
拥堵， 如景区内出现突发
状况，执行消防、救护等任
务车辆都面临开不进、出
不来的危险局面。

人多拥堵，一再突破当地旅游承载
极限，伟人故里韶山旅游该如何破局？

2012年，省人大常委会在广泛听
取各方意见后通过了《湖南省韶山风
景名胜区条例》， 其中第二十六条明
确规定：“韶山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
韶山风景名胜区规划，科学组织景区
交通……控制景区交通流量； 监督进
入景区的机动车辆按照规定线路行
驶，在规定地点停放。严格控制社会车
辆进入一级保护区， 具体办法由韶山
市人民政府制定。”

韶山市随即对景区交通换乘管理
进行了长期而系统的研究论证。3年的
研究部署和精心准备， 韶山风景名胜
区交通换乘管理最终瓜熟蒂落。 韶山
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贺红波
介绍，目前，韶山风景区游客中心项目

工程已竣工， 投入运行后能满足停靠
400台大巴车和3000台小汽车、日均发
送20000名游客的要求。

贺红波表示， 韶山将通过3个景区
主、次入口对游客车辆限行，游客可步行
或至游客中心统一换乘环保车到景区游
览。在此基础上，旅游环保车队在核心景
区内实行循环运营，在主要景点设置停靠
站点，并根据实际需要设置招呼站。

景区试行交通换乘管理，外界关心
的环保车价格如何呢？ 试运行期间，来
韶游客将可免费换乘，待将来各项条件
成熟后， 环保车将向游客收取适当费
用。环保车票价将按照体现公益性的原
则，由物价部门进行调查核算，依程序
报上级人民政府批准。同时，景区将建
设游步道和自行车系统，为来韶游客提
供多种交通选择。

自驾游客激增 韶山旅游陷拥堵困局 景区实行交通换乘管理 破解拥堵难题

分类管理
多举措保障景区居民利益

韶山风景名胜区游客中心整体鸟瞰图。

◆刘小滔遗失安乡县国有土地使
用权证，证号 03-01-15-52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个体户李任霞遗失株洲市芦淞
区国家税务局 2016年 3 月 12 日
核发的国税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 ,税号 430219196311287810,声明作废。

◆柳刚、佘婷于 2015年 10月遗失
购房券 1 张，购房代码为 13009
541,金额 25300元，声明作废。

◆李先辉不慎遗失长沙学院毕业
证书，毕业文凭号为：00020
01167554，声明作废。

下列证照声明作废

34 离女孩对方本科公务员房 3×2 靓
丽端庄征城市不限男 15111233789

爱心驿站婚友

女
女

男
女

长沙市韭菜园 190号 82338726

48丧无孩个体独住房忠厚善良征地
域不限本份男可上门 15873169895

53丧孩成家经商有房及门面贤淑能
干征爱家男入住女方 13142019199

58离女成家省级单位处级干部独住
房儒雅大气征 55下女 13687300609

信用卡办理下卡快，前期无任何
费用。 13787284183

◆本人征婚:商女 34 岁，温柔善
良离异经商寻有事业心，重情
顾家男为夫有孩可 13827485862

理财 咨询
公告 声明

投资重点，地产，矿业，高科
技，企业扩建，种养殖业等。
（高薪诚招驻地商务代表）
15256522708 尹经理
邮箱：964537983@qq.com

安徽凯翔投资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财运来搬家行业 诚信单位

85594898

为企业个人合法催收
婚姻法律援助！ 信用借贷！
湖南帮扶投资，催收 4006640998

便民服务 咨询●

寻优质项目合作、投资、借款，
土地开发、房地产、在建工程、
矿业、工厂、农业、养殖、酒店等。
轻松解决企业及个人资金困难，
200 万起贷，手续简单，区域不限。
028-87717157、87772726

大额资金 佳隆直投 便民服务 搬家●

重点关注高端制造业，矿山、
农业、旅游、在建工程、地产，
医药能源，诚招驻地商务代表，
正式录用待遇优厚 15102137273
董总,邮箱 1396571243@qq.com

豪仲（上海）投资

大额资金支持企业及各类项目
借款，200 万起贷， 代打各类保
证金 ，轻松解决资金困难 ！
028-86759888（中融信行）

雄厚资金 全国直投

非手术———

一根根“植入式”增发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
223号湘域中央 1号楼 911室
www.hayija.com/cs/

非手术， 一根根
“植入式”增发，少
多少，增多少。 可
做小平头，前发际，
往后背头。 女发增
密， 增发遮白发，
物理方法变黑 。

咨询热线：0731-
89831328 89831428
凭此广告 折6.8

增发后

白发前

增
发
前

增
发
后

扫一扫左边的二维码图案，加我微信

韩艺家
HAYIJA

招聘在家（业余）兼职
80-200元/天。 0731-88598571

招 聘

源自美国技术
非手术———

一根根“植入式”增 发
一根根“植入式”增
发， 哪里稀少补哪
里，少多少补多少，
不伤头皮。 现场 1
小时一次性解决各
种脱发、头发稀少、
伤疤、斑秃、白发人
群头发终身问题。
增发后如自身生长
头发，能排油排汗，
自由呼吸、 睡觉洗
头打球都不掉。

鼎尚风彩

凭此广告现场体验、免费赠送 500根
www.dnsfc.com0731-85131218

地址：长沙市五一广场新世界百货湖南供销大厦 2001室

家人陪同不上当，比效果，比价格，比保障，货比三家不吃亏

增发前

增发后

永发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653588

转让 出租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QQ：2953974391 电话：8446480113875895159洽谈
微信

50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

企业周转、项目投资（房地产、
电站 、 农牧林 、 制造加工 、
矿山、交通、在扩建工程等）
轻松解决资金困难。 高薪聘商
务代理。 李经理 13637058998
邮箱：3224202481@qq.com

安徽港融投资

长沙市岳麓区青青家园 186 平商
品房变卖，3122元每平方。 交通、
入学方便，无产权纠纷，可按揭，
可过户。 联系电话：13975171651

花小钱，买大房

最新斗牛三公筒子牌九跑胡子
报牌仪，博士伦眼镜看扑克麻将
字牌，安装程序麻将机。 长沙火车
站凯旋 A 栋 20楼13755058383

扑克麻将
娱乐之用 严禁赌博

娱 乐 设 备

大量定购木箱，木盘底，锹把
和毛竹制品:毛竹板，毛竹筒
（预付 30%前期备料款）江苏
镇江外贸进出口公司冯主任
0511-85902737、13913443050

急寻合作

企业及个人投资借款（房地
产、工程、矿业、能源、种养殖
业等优质项目）。 200 万起贷，
区域不限，手续简便，利率低，
代缴工程保证金、 土地出让
金。 详询：028-66000068

大额资金 投资借款

厂家 防火门 防盗门
直销 钢木门 企业专用
电话：13758971313（可试用）

防火胶 发泡胶

全省招商

五粮液福喜迎门酒特惠招商
您想做白酒生意发展吗？ 那就请加盟五粮液股份
有限公司福喜迎门酒！ 该酒浓香型,品质优异，尤
其适合婚宴、寿宴、喜庆宴等。 价格低廉，大众消
费，各门户网站正在播映“福喜迎门”喜剧微电影
以及支持广告费、门头装修、业务员工资等丰厚市
场政策支持，现特惠诚征县市级以上总经销商！

加盟 QQ：159815698 159815928
028-68988888 18811182888
网址：www.wlyfxym.com

遗失声明
湖南唯楚有膳餐饮文化有限公
司遗失国、地税税务登记证正
本，税号：43010266857297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盛康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
系人:梁珊珊，电话:18973122800

遗失声明
长沙市中航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遗失国税税务登记证副本，税
号:403103670788378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华晶电子衡器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议决议注销，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孙祥红 电话: 13212633666

◆王丽群遗失身份证，号码 4305
02198512252049，声明作废。

◆徐磊遗失湘 A74B10道路运输
经营许可证，声明作废。

◆龙杰,男,身份证号码:4325031
98109063297 遗失初级食品检
验工证 ,证书编号 :151800105
250038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多美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曾明，电话 18670016756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创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定解散，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解散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曾庆亚，电话 15073731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