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连线

长沙支五路背街小巷改造工
程正在进行，记者4月11日从长沙
市交警支队了解到，从4月15日零
时起至11月14日24时止， 支五路
万家丽路至嘉雨路路段实施交通
全封闭措施， 禁止所有机动车通
行， 原行经该路段车辆绕道荷花
路、嘉雨路、万家丽路、远大路等
道路通行。 ■记者 虢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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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1日讯 昨日，南航
开通了广州-温哥华-墨西哥城
航线， 广州也成为继北京和上海
之后， 我国内地第三个开通直达
拉美航线的航空枢纽。 南航新开
墨 西 哥 城 航 线 航 班 号 为
CZ377/378，每周三班，去程每周
一、 四、 六执飞，23:30从广州起
飞， 于当地时间20:35到达温哥
华， 第二天当地时间5:15到达墨
西哥城。回程每周二、五、日执飞，
墨西哥当地时间7:45起飞， 于当
地时间10:55到达温哥华， 第二
天16:30到达广州。
■记者潘显璇通讯员杨振刘恒

本报4月11日讯 “清爽多
了，开车进来不用再磨磨蹭蹭大
半天了。”今天上午，来长沙宝南
街送货的面包车司机黄先生这
样感慨。宝南街及其通向蔡锷路
的宝锷巷因商户众多， 人流量
大，常常一堵就是十多台车排长
队。最近一段时间，芙蓉区交警
大队二中队开启了“社区微循
环”，重新施划标志标线，今后，
宝南街只能从五一路和蔡锷路
两个口子进入， 且只能往北行
驶。

今天上午，记者从五一大道
进入宝南街，街口竖着单向行驶
以及禁止停车的指示牌。路的东
侧立着一排隔离栏，将机动车和
非机动车隔离开来。宝锷巷双向
行驶，但转入宝南街后只能往北
行驶。

“现在好多了， 以前这一线
两边都停着车， 碰上车多的时

候，整条街都是堵的，动都动不
了。” 在路边开手机店的黄淑敏
女士告诉记者， 她开店12年了，
没少因这条街堵车头疼，不仅她
自己的车常被堵着，还有顾客的
车、 送货的车。“堵车还是小事，
我们最担心的是消防通道被堵，
消防车进不来，我们这一片都是
老房子，门面又多，万一起火了，
想都不敢想。”黄淑敏说，现在改
成单向行驶， 违停的车少多了，
他们这些商户的安全感也增加
了。

芙蓉区交警大队二中队民
警郭翔介绍，宝南街和宝锷巷路
窄车多，周边商户密集，以前违
停现象严重。在定王台街道以及
宝南街社区支持下，民警多方走
访，对宝南街及宝锷巷实行交通
微循环改造，对这一段背街小巷
实施了交通优化。完善交通标志
标线，设置隔离护栏，安排劝导

员进行停车引导，利用视频监控
加强违停管理。改造后，乱停乱
放基本绝迹。

民警提醒， 来宝南街的车
主， 尽量将车停在该片区之外，
如实在需要在附近停车，可选择
中天广场、中隆大厦的停车场。

■记者 虢灿

本报4月11日讯 据长沙
市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显
示，本周（4月6日-�4月11日），
长沙八个大种类商品“2涨3跌3
持平”，其中成品粮和水产类价
格较上周分别上涨 0.15%和
0.20%；肉蛋类、蔬菜类和水果
类 价 格 较 上 周 分 别 下 跌
0.42%、0.76%和0.28%。据记者
了解， 春节后跌跌不休的鸡蛋
价格近期止跌回弹。

西葫芦每斤2元、水芹菜每斤
2.5-3元、 西红柿每斤3.5元左右、
新蒜苗每斤5元， 在长沙毛家桥、
沙湖桥等菜市场，记者看到，蔬菜
价格多在每斤2至3元之间， 大部
分菜价以降为主，尤其时令蔬菜
价格降幅较大，如最贵时每斤80
元的香椿如今只要25元左右。

“本周，长沙市气温最高回
升至20多摄氏度， 时令蔬菜上
市量增加， 导致蔬菜价格下
跌。”据价格监测中心工作人员
介绍，本周长沙蔬菜均价为3.76
元/斤，较上周下跌0.76%，监测
的15个蔬菜品种5涨10跌。

此外， 近期生猪供给量依
旧充足，供需关系平衡，猪肉价
格无明显波动， 但蛋价开始了
触底反弹。 记者从价格监测中
心了解到， 本周鸡蛋价格持续
上涨。业内人士估计，随着气温
逐渐回暖， 市民对鸡蛋的需求
也会相应增加， 预计这些都将
对鸡蛋价格会有所提振， 蛋价
可能会出现上涨行情， 但涨幅
仍然有限。
■记者陈月红通讯员陈静宇

本报 4月11日讯 一眨
眼，2017年已过去四分之一。
在刚刚过去的春季， 长沙哪个
行业的工资最高?今天上午，记
者从智联招聘发布的《2017年
春季长沙雇主需求与白领人才
供给报告》中了解到，娱乐业、
通信行业、航空、航天分别位居
长沙春季十大高薪行业前三。

房地产竞争最激烈
薪资最高娱乐业

调查显示， 长沙地区竞争
指数排名前五位的行业中，房
地产、建筑、建材、工程行业的
竞争指数最高， 其次是大型设
备、机电设备、重工业行业，再
次为电气、电力、水利行业。此
外，加工制造（原料加工、模具）
和贸易、 进出口行业的竞争也
较为激烈， 竞争指数进入了长
沙地区的前五位。

长沙地区2017年春季竞
争最为激烈的职业是财务、审
计、税务、土木、建筑、装修、市
政工程和采购、贸易。此外，交
通运输服务和高级管理的竞争
也较为激烈。

数据显示，长沙地区2017
年春季求职期的平均招聘薪酬
为6660元，在全国37个主要城
市的薪酬水平中排名第27位。
具体来看，娱乐、体育、休闲行
业的平均月薪最高， 为10644
元；其次为通信、电信、网络设
备行业，薪酬水平为10175元；

再次为航空、 航天研究与制造
行业，为9001元。

八成企业“缺工”
八成企业涨薪留人

近日， 长沙市统计局对全
市百余家重点“四上”企业用工
开展调查，主要涉及制造业、建
筑业、交通运输等12个行业门
类，78.2%的受调查企业释放
出“缺工”信号。

从不同行业来看， 制造业
对人才的需求最迫切，94.1%
的制造企业有招聘计划。其次，
75.4%的建筑业、75%的服务
业企业有招聘计划。 针对不同
的企业规模，80.2%的大中型
企业有招聘计划，55.6%的小
微型企业有招聘计划。

值得注意的是， 在有招聘
计划的企业中，63%的企业是
因为春节前员工跳槽离职导致
缺工，并非因企业扩张而招人。

在调查中， 服务业企业普
遍反映，服务员不好招，因为企
业提供的薪酬大多在2000元
左右， 但当前求职者的期望值
基本在3000元以上。 为招人、
留人，78.2%的受调查企业招
聘员工薪酬比2016年春季招
工有所提高， 与沿海差距逐渐
缩小。 在湖南人才市场今年春
招入场的求职者中，57%为返
乡务工人员， 人数达到近年来
最高峰。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唐清莹 贺小花

长沙春季十大高薪行业出炉
娱乐行业报酬最高 房地产竞争最大 为招人，八成缺工企业涨薪

蔬菜价格持续走弱 蛋价近期止跌回弹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创业浪潮的高涨，90后新
锐创业公司不断涌现，新奇有趣的岗位不断刷新。比如，玩车教授
“豪车试开员”，坐豪车边自拍边收钱；陪我APP“零食总动员”，工
作周而复始，零食生生不息…… 越来越多的新奇、有趣、好玩的高
薪兼职出现。

现在，如果方言说得不错，也能变现了。长沙市岳麓区一家语
音科技有限公司就招聘“语音标注员”，日薪100元至150元。

这份工作具体做什么呢？记者了解到，就是工作人员拿到录音
后将听辨的语音写成文本，要求应征者能较快的将录音辨别出来。
“郴州话、益阳话、衡阳话、闽南语……”该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应征
者只需要掌握其中一种方言即可应聘。

方言不错也能挣钱

社区微改造：消防通道终于“通”了
宝南街单向行驶，来这边最好不要开车

支五路封闭半年
请提前绕道

本周日火车调图，众多车次有变化 南航
开通直达拉美航线

4月11日，长沙市天心阁景区，小山坡上的杜鹃花开得正艳。杜鹃花是长沙市市花，在各大公园景区以及道路
两侧，都有大量种植。每到春季，杜鹃花开，争奇斗艳，给星城增添了盎然春意。 ■记者 田超 摄影报道

本报4月11日讯 从4月16
日零时起， 全国铁路基本列车
运行图将进行大调整， 我省多
趟列车有调整。

高铁方面， 长沙火车南站
将增开11对高铁。

普铁方面，调图后，长沙火
车站将开行旅客列车176列。有
变化的车次包括： 变更运行区
段2对，K1167/8次由西安至海
口间运行， 调整为长沙至海口
间运行；长沙至常德T8338/9次
延长 至张 家 界 ， 车 次改 为
T8322/3次、T8324/1次； 停运
列车1对， 贵阳至烟台K1202/3
次 、K1204/1次。同时，3对列车

变更了车次， 广州至张家界
T8316/7 次 、T8318/5 次 改 为
K9036/7次、K9038/5次； 长沙
至永州 T8301/2次车次改为
K9001/2 次 ； 长 沙 至 怀 化
T8303/4次车次改为K9013/4
次。

此外， 新运行图中，K110
次 、T8332、K535次 、K109次 、
K965/8次等列车在长沙站的到
开时刻变化较大。

长株潭城铁方面，8趟列车
开行时刻进行了优化和微调。
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和车站
公告了解详情。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甘丽莎 张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