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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提醒
本报9月11日讯 又到一年丰

收季，爱吃枣子的市民有口福了！
记者日前获悉， 长沙本地脆枣已
成熟上市，即日起，市民可自驾前
往采摘。

生态种养，今年丰收

9月10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长
沙县路口镇上杉市村的一处百亩枣
园基地。100多亩枣园连绵起伏，临
近路边的枣园， 被盖上了五颜六色
的雨棚，雨棚下一颗颗“披红”的枣子
像小红灯笼一样摇曳在枝头。

“经过四年的培育，今年进入
丰产期。”基地负责人冯灿告诉记
者，本来三年就可以丰收，不过去
年因灾导致枣树挂果不足。 今年
还不错，每株产量在十几斤，预计

产量三万斤左右。
走进枣园，记者看到，每株枣

树下都悬挂着沾满飞虫的贴虫板，
还不时有鸡、鸭、鹅在眼前晃过，更
让人惊奇的是，枣园里杂草丛生。

“生态种养， 枣子核小脆甜、
口感也非常好。”冯灿介绍，栽培
过程中不施化肥和农药， 但要想
办法杀虫、除草，慢慢就变成了记
者所看到的样子。贴虫板杀飞虫，
鸡吃害虫，鹅能“除草”，家禽的粪
便还能给枣树做有机肥料。此外，
这些棚布的颜色也有讲究，红色、
蓝色不仅能挡雨， 更能滤掉部分
阳光，让果实更加光鲜亮丽。

千亩熟枣，待人采摘

与北方枣树的高大不同，这

里的枣树高度基本在2米左右。
甚至为了抑制果树长高，很多枣
树枝上还被系上了绳子，绳子另
一端被固定在地上，枣树被强行
“拉弯了腰”。冯灿解释，考虑到采
摘成本，需要对枣树矮化处理。而
且，如果不进行矮化，枣树的营
养便会往树梢、 树叶上传递，就
不结果子了。

长沙市农委经作处长李朝
晖介绍， 目前长沙枣树面积有
千余亩， 主要分布在浏阳市关
口街道、古港镇、大围山镇，宁
乡金洲镇关山、道林镇，长沙县
路口镇、金井镇、白沙镇等地。
成熟期将持续三个月左右，即
日起， 市民可以前往体验采摘
乐趣。

■记者 李成辉

本报9月11日讯 记者从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
了解到，9月5日至6日，省食药
监局、长沙市食药监局联合对
长沙市12家申报创建“放心肉
菜示范超市”进行了现场核查
督导，其中8家诚信经营、管理
规范的超市被批准参加申报
创建省级“放心肉菜示范超
市”。

据了解，食品安全监管部
门将以“严把三道关口，突出
四个重点”来指导超市开展示
范创建活动。“严把三道关口”
中，把好源头采购关，超市大
力推行“订单农业”“农超对
接”“厂超挂钩”和“基地+加
工企业+超市” 等采购方式，
不购进无合法来源或无法追
溯来源的肉菜产品； 把好卖
场进货关， 超市严格落实肉
菜等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和
查验记录制度， 不购进和销
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要求
的肉菜产品； 把好超市销售
关， 严格执行食用农产品贮
存、制备、加工、陈列、销售等
经营过程操作规范， 强化食
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控。“突

出四个重点”， 设立有机食
品、 绿色食品或供港食用农
产品集中销售专柜专区；加大
检验检测力度，示范超市所在
地的农业、食药监局每月开展
不少于一次的监督检查和监
督抽检；在门店的显著位置和
门户网站首页公开创建活动
的标准和承诺及质量安全管
理制度等； 营造社会共治氛
围，引导鼓励消费者、行业组
织和媒体对示范超市进行监
督评价。

我省创建工作率先在国
家食品安全示范创建城市长
沙市和张家界市开展，省级食
品安全示范城市长沙浏阳、株
洲醴陵、郴州资兴市也参与示
范超市创建。目前，全省共有
31家诚信经营、管理规范的超
市申报省级“放心肉菜示范超
市” 创建活动， 其中长沙有8
家， 具体为大润发长沙店、家
乐福芙蓉店、 麦德龙开福商
场、麦德龙岳麓商场、平和堂
五一广场店、 沃尔玛黄兴路
店、家润多朝阳店、步步高金
星店。

■见习记者 杨洁规

本报9月11日讯 记者今
天从长沙交警获悉， 为确保
轨道交通4号线赤岗岭站工
程施工顺利，从2017年9月15
日0时起至2019年1月14日24
时止， 每天的7：00至20:00，

茶园坡路车站路至劳动路路
段实施东往西单向通行交通
管理限制措施， 禁止所有机
动车在上述时间段内西往东
通行。

■记者 虢灿

本报9月11日讯 今天，省
公安厅交警总队联合相关市
州公安局交警支队曝光了一
批8月份被终生禁驾人员名
单，被终生禁驾有两种情形：
一种是因为饮酒或者醉酒驾
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构成犯罪； 另一种是因为造
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构成犯
罪。上述两种情形都是严重、
恶性的违法行为， 对公共安
全危害大， 导致人员伤亡或
财产损失后果严重， 需要追
究刑事责任， 因此按照公安
部《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
用规定》 规定终生不得再申
请驾驶证。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廖正洪

本报9月11日讯 记者今
天从长沙市交警支队获悉，芙
蓉交警大队新建业务用房的
对外处罚教育业务窗口将于9
月15日正式投入使用，由于相
关搬迁及设备和网络调试需
进行为期一天的时间，9月14

日（本周四）芙蓉交警大队处
罚窗口业务将停止对外办公
一天，9月15日起，芙蓉交警大
队处罚窗口搬迁至新址：长沙
市芙蓉区金华南路西100米
（泉坝路合平路口东北处）。

■记者 虢灿

本报9月11日讯 9日夜
间开始， 新一轮降雨铺展开
来， 湖南中北部出现暴雨、局
地大暴雨。好在，新的一周，雨
水暂停，气温暖而不燥、爽而
不凉，可以说是天气中的“奢
侈品”了。省会长沙在未来五
天的气温也都是在舒适的
22℃-27℃之间。

昨天，降雨仍然集中在我
省中北部， 监测显示，10日8
时至11日8时，湘中以北地区
共出现176个乡镇暴雨，其中
7个乡镇大暴雨。 在雨水与冷
空气共同影响下，昨天湘北大

部地区最高气温降至30℃以
下，其中临澧仅22.6℃，较前
一日下降了11℃。今天，我省
雨势减弱，湘西南局地有中到
大雨，其他地区多云。

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
省内降水偏少，弱冷空气较活
跃， 但气温变化总体较为平
稳。11日湘中以南阴天有阵雨
或雷阵雨，其中湘西南局地中
到大雨， 其他地区多云；12日
后，湘东南多阵性降水，其他
地区晴间多云天气为主。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陈莎 蒋丹

长沙8家卖场争创“放心肉菜示范超市”
全省启动创建，目前31家超市入围，看看你家门口有没有

未来一周气温舒适，长沙22至27℃

茶园坡路部分路段改为单行线

芙蓉交警大队处罚窗口搬家了
本周四暂停办公一天

培育四年迎丰收，长沙千亩脆枣邀你采摘
不施农药化肥，生态种植，成熟期将持续三个月左右

酒后驾车，肇事逃逸
8月份全省18人被终生禁驾

姓名 驾驶证号 吊销原因
童育林 4306261983****7356 肇事逃逸构成犯罪
陈月冬 4307031973****9830 肇事逃逸构成犯罪
李庆丰 4310241981****1212 肇事逃逸构成犯罪
邓军 4304031972****2013 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
马良波 4304041985****2018 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
吴陆军 4325031978****2232 肇事逃逸构成犯罪
向建霖 4331241982****0037 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
薛阳春 4323251958****5614 肇事逃逸构成犯罪
曹志 4309031988****4517 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
刘海伍 4309231986****2913 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
曹茂华 4323211970****0077 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
章灿 4309811992****2818 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
王进 4323011977****0017 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
汤战胜 4329021969****0616 肇事逃逸构成犯罪
何文颇 4306211988****0476 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
吴召 4308221986****8533 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
彭进 4302231988****321X 肇事逃逸构成犯罪
罗海云 4224251965****5710 肇事逃逸构成犯罪

9月10日，长沙县路口镇上杉市村一处枣园基地，成熟的枣子挂满枝头。 李成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