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9月12日讯 今日，省
环保厅通报8月全省环境质量
状况： 全省14个市州人民政府
所在城市的平均优良天数比例
为98.8%，空气质量排名前三位
的是永州、衡阳、岳阳，排名后
一、二、三位的是邵阳、郴州、长
沙； 全省地表水水质总体为优。
345个监测评价断面中,�Ⅰ～Ⅲ
类水质断面326个，占94.5%。

大气环境质量方面， 细颗
粒物（PM2.5）、可吸入颗粒物
（PM10）平均浓度分别为24微
克/立方米和43微克/立方米，
同比分别下降29.4%和25.9%。

细颗粒物（PM2.5）浓度下降幅
度较明显的是永州 (60.9%)、衡
阳(41.7%)、郴州(37.9%)和怀化
(36.7%) 等市； 可吸入颗粒物
（PM10） 浓度下降幅度较明显
的 是 永 州 (55.1% )、 益 阳
(37.1% )、岳阳 (35.2% )和衡阳
(32.2%)等市。

水环境质量方面， 全省地
表水水质总体为优。 全省29个
饮用水源地监测断面中，28个
水源地水质达标 ， 达标率
96.6%。11个洞庭湖湖体断面水
质总体为轻度污染， 但水质呈
好转趋势。 ■记者 和婷婷

省环保厅发布8月全省环境质量状况
永州空气质量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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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12日讯 为进
一步强化道路交通秩序整
治，联动、联防、联治、联控
重点道路、重点车辆、重点
违法， 全力消除交通安全
隐患， 按照公安部交管局
统一部署安排， 湖南、河
南、湖北、广东、广西五省
决定从9月11日起至24日
组织开展为期两周的片区
联合整治行动。 此次中南
片区集中统一行动由省公
安厅交警总队蒋建湘总队
长任指挥长。

此次中南片区联合整
治行动将重点管控京港澳、
大广、二广、连霍、沪昆、泉
南、广昆高速公路以及106、
107、207、209、321、323国

道；重点检查公路客车、旅游
客车、危化品运输车、校车及
接送学生车辆、 面包车等车
辆；重点查处超员、超速、疲
劳驾驶、客运车辆凌晨2时至
5时违规运行等交通违法。

蒋建湘总队长强调，行
动期间， 各地各级公安交警
要启动所有执法服务站，省
际执法服务站严格落实24小
时勤务，严查“两客一危”车
辆、面包车交通违法。要加强
省、市、县相邻单位的联系，
强化交界处管理薄弱路段的
管控，严格落实联治、联动、
联控、联惩、联播、联防管控
措施。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雷文明 吴多拉

本报9月12日讯 南航湖南分公
司今天发布消息，受台风“泰利”的
影响，南航取消了6个湖南地区往返
台北的航班。 取消的具体航班为：9
月 13日的 CZ3017长沙 -台 北 、
CZ3018台北-长沙、CZ3025张家界
-台北、CZ3026台北-张家界以及
14日的 CZ3025张 家界 -台北 、
CZ3026台北-张家界航班。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汤小军

本报9月12日讯 今
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重
合，连休8天，成为“2017年
最长假期”。记者从省高管
局获悉， 今年高速公路的
免费通行时间为8天，比去
年多了1天。

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的
时间为：10月1日零点—10
月8日24点，对小客车（7座
及7座以下） 实施免费通
行。需要提醒的是，免收通
行费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
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
为准。

换言之， 收费期间上高
速公路， 免费期间下高速公
路，不会被收费。反过来，免
费期间上高速， 收费期间下
高速，就要收费。

免收通行费期间， 各收
费站对小型客车实行不发卡
抬杆放行。 免费期间ETC车
道正常使用， 并对安装ETC
车载设备的小型客车免收通
行费， 车道显示屏显示收费
额为零。因此，ETC用户尽量
使用ETC车道通行， 避免造
成收费站拥堵。

■记者 潘显璇

本报9月12日讯 2017芒果
（长沙）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9月14
日至18日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届时，长沙公安交警部门将在展
馆周边及三一大道等邻近道路视情
实施相应交通分流管制措施。 长沙
交警提醒：车展期间，京港澳高速原
经长沙收费站上下高速进入三一大
道的车辆， 请绕道其他收费站进入
城区， 途经车辆尽量避开三一大道
四方坪至开元互通路段， 绕道福元
路、开元路、二环线、洪山路等道路
通行。

9月14日至18日每日8：30—
17:00时段， 交警部门对可进入会
展中心欢城路的三个路口实行交通
管制， 具体为三一大道辅道欢城路
路口、欢城路星光路口、欢城路圣爵
菲斯大酒店南出口。 ■记者 虢灿

本报9月12日讯 2017年
已过大半，又到校招季节，求职
队伍人数剧增。公司“老”员工
们也开始蠢蠢欲动， 寻找更好
的发展机会。近日，智联招聘关
注并调查了长沙地区白领们在
2017年秋季的跳槽意向， 该调
查分别围绕白领事业心、 跳槽
意愿、对长归属感等方面进行，
共回收了496份有效问卷。

根据调查， 目前长沙白领
跳槽主要是薪酬待遇不满意；
与多个城市相比， 白领对长沙
的归属感较强， 其中工作机会
多是主要原因……

仅三成白领对事业有信心

一般来说， 除了春季的跳
槽高峰期，一年里秋季有意向跳
槽的比例会明显上升，但付出实
际行动的比例会有所下降。

本次的调查结果显示，长
沙地区有14.5%的白领已经开
始办理离职或入职手续，近一半
白领已经更新了简历，开始行动
起来；而暂时只有想法，还没有
行动的白领占比为32.9%。肯定
不会跳槽的比例仅为3.6%。

由此可以看出， 白领们更
愿意选择合适的时间寻求更好
的工作机会。

同时， 在关于事业信心的

调查中，长沙地区仅有31.4%的
白领表示对事业非常有信心或
有信心， 在本次调研覆盖的37
个主要城市中排名第十二，信
心指数较2017春季有所下降。

长沙白领们跳槽的主要原
因是什么呢？ 调查结果显示，
长沙56.3%的受访者表示跳槽
主要是因为对薪酬水平、 福利
待遇不太满意，其次，企业发现
前景、 晋升空间也是很重要的
考虑因素。

白领对长沙归属感非常强

除了秋季白领跳槽情况，
本次调查还分析了白领对于长
沙这座城市的归属感。

调查结果显示， 有六成受
访者表示对长沙有归属感是因
为长沙的工作机会多， 发展空
间大。另外，父母、亲朋好友都
在长沙居住， 长沙生活便利也
是白领们对长沙有归属感的重
要因素。

数据分析显示，2017年秋
季，白领对于长沙的城市归属感
指数为3.74，在智联招聘覆盖的
37个主要城市中排名第二。

同时， 对长沙没有归属感
的白领， 调查显示近五成因为
生活成本高、压力大。
■记者 王智芳通讯员 唐清莹

长沙超五成白领不满“钱途”想跳槽
与多个城市相比，白领对长沙归属感较强，工作机会多是主因

湘豫鄂粤桂五省交警联合

两周内重点整治这些路段

国庆中秋假期高速免费通行8天

车展期间湖南国际会展
中心周边交通管制

台风来袭，湖南飞台北
多趟航班取消

9月12日上午，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湘春路口，行人从画满文明画报的设备箱前经过。7月份以来，开福区
重点打造营盘路(松桂园—黄兴北路段)、体育馆路等10条公益广告示范路，对道路沿线原本掉漆严重、贴满“牛皮
癣”的设备箱用手绘的方式换上了宣传文明创建标语的“新衣裳”。 记者 田超 通讯员 王一聪 摄影报道

设备箱换“新衣”

交通连线

本报9月12日讯 记者昨
日从省人社厅获悉， 湖南省近
日出台《湖南省事业单位岗位
设置管理实施意见》，针对为了
社会公益目的， 由国家机关举
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
举办的事业单位， 包括经费来
源主要由财政拨款、 部分由财
政支持以及经费自理的事业单
位岗位设置管理工作提出具体
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明确，事
业单位管理人员(职员)、专业技
术人员和工勤技能人员， 都要
纳入岗位设置管理。 岗位设置
管理中涉及事业单位领导人员

的， 按照干部人事管理权限的
有关规定执行。 使用事业编制
的各类学会、协会、基金会等社
会团体工作人员， 也要参照实
施意见纳入岗位设置管理。

《实施意见》要求，各事业
单位不得突击聘用人员， 不得
突击聘用职务。对不按国家、省
事业单位岗位管理办法和本实
施意见进行岗位设置和岗位聘
用的事业单位， 政府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门及有关部门不予
确认岗位等级、不予兑现工资、
不予核拨经费。

■记者 王智芳

事业单位突击聘用人员将不予兑现工资

连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