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端午仍处航空淡季
机票多为3-5折

5月24日，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
了解到， 今年端午假期仍处于航空
淡季， 从长沙出发前往各地的机票
均比较宽裕，价格也比较实惠，大部
分航线的价格维持在3-5折之间。

以南航发布的机票价格为例，
端午期间从长沙飞广州最低370元
起，飞北京最低400元起，飞上海最
低390元起， 飞成都最低680元起，
飞南京最低450元起， 飞西安最低
460元起， 飞昆明最低300元起，飞
哈尔滨最低820元起， 飞三亚最低
290元起。有出行需求的市民可以提
前规划，尽早预订机票。

■记者 潘显璇 实习生 安可
通讯员 胡斌超 赵莎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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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连线

端午·消费

本报5月23日讯 端午小
长假本周日来临。记者在走访
中发现，长沙市场上已有新鲜
粽叶出售，但不便宜，作为制
作粽子最重要的原料———糯
米也涨价了。近日，除了粽叶、
糯米热销外，蜜枣、豆类、咸蛋
黄等可制作不同口味粽子的
原材料销量也有所上升。

端午到， 粽子俏。 在长
沙， 不少市民喜欢自己动手
包粽子。记者看到，有的蔬菜
店及菜市场里， 商户们都将
糯米、粽叶摆放在醒目位置，
糯米、红小豆、粽叶等原材料
都挺走俏。

“糯米5.5元一斤， 有点
贵。但和买粽子比，自己包的
实惠,也安全些。”在长沙伍
家岭一家大型社区超市，家
住湘江北尚小区的吴女士一
下买了8斤糯米，打算包些粽
子给家人吃，也给亲戚送些。

记者在伍家岭走访了6家店
铺发现，平时每斤售价3元左
右的糯米，如今最便宜也要4
元。“因为不少人习惯自己包
粽子，每年端午节前，糯米都
会比较俏。” 其中一家店的女
店主说，根据往年糯米会在节
前热销的经验，店里今年提前
进购了四五百斤糯米，“上周
开始， 买糯米的就多起来了。
有时一天可卖出四五十斤。”

与糯米几乎随处就可买
到相比， 长沙市场上出售粽
叶的摊位并不是很多。“粽叶
很容易干枯， 如果新鲜时没
卖出去， 后面卖相不好就很
难卖掉了， 再说热销期也
短。”一家店主表示。不过，在
长沙毛家桥菜市场、 沙湖桥
个别摊位及有的蔬菜店，记
者见到了成扎成扎刚上市的
粽叶，售价每斤多在7元至8.5
元。 ■记者 陈月红

湖南增开11对普铁
5月24日， 记者从广铁集团获

悉，今年端午小长假期间，广铁集团
预计发送旅客565万人， 同比增长
8%， 其中5月28日将迎来客流最高
峰。为了应对客流高峰，湖南地区将
增开5对临时高铁和11对临时普铁
列车。

增开的临时高铁分别为： 广州
南～衡阳东G9684/3次、 广州南～
郴州西G9686/5次、G9688/7次、广
州南～长沙南G9696/7次、 深圳
北～长沙南G9698/5次； 增开的普
铁列车分别是：长沙至广州、深圳、
永州、邵阳、石门县北、岳阳各1对，
另有5对是经停车。

票务方面，从长沙到邵阳、娄底
等地的高铁票已经比较紧张； 普铁
票方面，省内邵阳方向票源紧张，岳
阳、衡阳、永州、常德、石门县北等方
向尚有余票，省外北京、上海热门方向
较为紧张，东北三省有少量余票。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戴昊君甘丽莎 实习生安可

本报5月24日讯 5月28日
至30日为端午小长假，期间全国
高速公路不实行免费通行政策。

今天，湖南省高速公路监控
中心联合省高速交通警察局等
多个部门召开端午假期出行服
务专题研判会。研判显示，与清
明、五一等假期相比，端午假期
路网运行压力会有一定缓解，但
车流量较平时会大幅增加，车流
峰值将出现在假期最后一天的
返程日， 预估峰值为196万台次
左右。

这些站点和路段易堵

根据往年端午期间高速公
路大数据分析，预测今年端午小
长假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流量
为848.7万台次左右， 同比增长
约8%。

易拥堵站点和路段包括：
G4京港澳高速岳阳收费站、平
江西收费站、星沙收费站、李家
塘收费站；G60沪昆高速湘潭北
收费站；G5513长张高速长沙西
收费站、朝阳收费站、泉交河收
费站；S41长潭西高速学士收费
站；S20长浏高速长沙收费站，永
安收费站；S61岳临高速湘潭西
收费站。G4�京港澳高速长沙至
湘潭段、 湘潭至耒阳段；G5513
长张高速长沙至益阳段；G0401
长沙绕城高速西南、西北段；S20
长浏高速长沙至永安段；S50长
韶娄高速赤江互通至韶山北互
通路段。

拥堵时段预测为：5月27日
（16:00至20:00），5月28日（9:
00至12:00），5月30日（9:00至
12:00，14：00至21:00）。

重点路段绕行建议

G5513长张高速长沙至益
阳段绕行建议： 往返于长沙、益
阳的车辆， 可选择319国道和宁
乡大道出行，或选择金洲大道至
宁乡转益宁城际干道直抵益阳；
或在益宁城际干道与益阳绕城
高速金盆山互通上益阳绕城高
速绕开资江二桥、朝阳收费站互

通等拥堵路段，在迎风桥枢纽转
回G5513长张高速西行。

湘西地区绕行建议（目的是
避开必堵路段G5513长张高速
长常段）： 从长沙往返湘西方向
的车辆，可选择G65包茂高速吉
怀段向南往怀化方向，从黄金坳
枢纽互通转S70娄怀高速， 再通
过涟源互通上G55二广高速安
邵段， 最后经龙塘互通转S50长
韶娄高速到长沙。

G4京港澳高速长沙至湘潭
段绕行建议： 南下车辆可在
K1484 处 的 杨 梓 冲 互 通 转
G0401长沙绕城高速东行进入
S21长株高速， 至龙头铺互通转
G60沪昆高速西行，从殷家坳互
通转回G4京港澳高速南下；北
上车辆可以从K1528殷家坳互
通转G60沪昆高速东行，至龙头
铺互通转S21长株高速北上，至
杨梓冲互通转回G4京港澳高速
北上； 往返于长沙株洲的车辆
可在K1493长沙北互通转S20
长浏高速至长株枢纽互通转
S21长株高速通行。

这些施工路段要绕行

G55二广高速益阳段蓝田
隧道北往南方向，因工程改造施
工实行交通管制，过往车辆建议
在K1939石门桥互通下高速绕
行207国道， 在K2064伏口收费
站上高速，受其影响，二广高速
往南部分收费站入口管制。

S70娄怀高速怀化段燕子洞
隧道因工程抢险东往西实行交
通管制， 过往车辆提前在K213
公里大江口收费站下高速走
S308省道， 到K230公里辰溪收
费站再上高速。

G4京港澳高速耒宜段良田
收费站出入口实施全封闭施工，
过往车辆可选择郴州南收费站
或者宜章收费站上下高速。

G60沪昆高速邵怀段中方
收费站出入口实施全封闭施工，
预计6月30日施工完毕， 期间途
经车辆可选择安江收费站、桐木
收费站、 怀化南收费站上下高
速。 ■记者 潘显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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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高速不免费，避堵绕行看这里
长沙出城绕城高速易堵，返程长张高速易堵，橘子洲、靖港是自驾热门地

端午假期长沙哪些商场车
最多， 哪些景区最热门？5月24
日，长沙交警发布端午出行预测
报告，还通过大数据分析预测了
热门商场和景点。

端午节期间长沙市易拥堵
缓行的高速有长张高速、长沙绕
城高速、长韶娄高速、长浏高速、
岳临高速、京港澳高速。端午期
间长沙高速出程拥堵高峰为5月27
日18点至28日0点， 高速返程拥堵
高峰为5月30日15点至16点。

长沙绕城高速出城方面，预
计端午期间，长沙绕城高速（枫
林三路出入口-长张高速出入
口）易拥堵。建议错峰出行或绕
行。驾驶员可以从黄花塘收费站
下高速， 沿枫林三路-东方红路

-岳麓大道行驶， 在长张高速出
入口上高速。长沙市内易拥堵缓
行道路有中山路、 枫林一路、金
洲大道北线等，易拥堵收费站有
岳麓收费站。

返程方面， 预计5月30日11:
00-15:00长张高速（沩水大桥-
黄桥大道出入口）易拥堵，可选
择从宁乡收费站下高速，沿宁乡
大道-金洲大道-黄桥大道行
驶，在宁乡收费站上高速。

据大数据预测， 端午期间，
长沙市自驾最受欢迎的商场是
万达广场（开福店）、德思勤城市
广场、奥克斯广场等；自驾最受
欢迎的景区是橘子洲景区，其次
是靖港古镇、梅溪湖公园等。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沈潘 娄娜

易堵高速有这些，橘子洲景区最热门

自己包粽子的多了
糯米粽叶“水涨船高”

据长沙市发改委价格监
测中心监测显示，节前长沙市
场粮油价格总体运行平稳，本
周（5月17日-�5月23日）八个大
种类商品“2涨3跌3持平”。其
中，水产类和水果类价格较上
周上涨；肉蛋类、蔬菜类和调味
品价格较上周略跌；成品粮、食
用油和副食品价格环比持平。

据了解， 随着气温不断
升高， 夜市和饭店的鱼虾等
水产类销售量增加， 水产类
需求量随之增加， 水产类价
格整体呈稳中小幅上涨趋
势。监测中心监测显示，本周
长沙水产类均价为13.56元/

斤，较上周上涨1.21%。黄鱼、
草鱼、鲤鱼、鳙鱼和鲫鱼价格
分别为每斤23.18元、8.20元
6.92元、8.99元和9.41元。

本周， 长沙市水果类价
格持续上扬。据介绍，由于本
地产的西瓜、 葡萄还没有普
遍上市， 夏橙收获期还有一
个多月， 影响了水果市场的
整体供应量，导致价格走高。
监测的5种水果均价为4.58元
每斤， 较上周上涨1.23%。橙
子、香蕉、梨子和西瓜价格分
别为每斤4.98元、3.96元、4.06
元和3.53元。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陈静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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