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9月19日讯 三湘
都市报记者从广铁集团获
悉，9月21日， 石长铁路将正
式开行长沙站至常德、 石门
县北站的动车组列车， 将结
束益阳、 常德两个地级市没
有动车的历史， 省城长沙前
往两地的时空距离将进一步
缩短。

按照铁路部门9月21日
开始实施的新列车运行图安
排， 石长铁路每天将开行8
对动车组列车， 其中长沙至
石门县北站间开行 5对动
车， 长沙至常德间开行3对
动车。

广铁集团公布的车次
表显示，长沙至石门县北站
设有长沙、 宁乡、 益阳、汉
寿、常德、临澧、石门县北7
个车站。 长沙到石门县北
站，最快的一趟动车全程耗
时2小时43分， 最慢的一趟
动车全程耗时3小时3分。长
沙到益阳，最快的一趟动车
全程耗时58分，最慢的一趟
动车则将近2小时。 长沙到
常德的动车， 基本上在2小
时左右。

9月19日下午开始，石长
动车正式对外售票。 长沙至
常德站二等座和一等座的票
价分别为53元、84元；长沙到
益阳站的二等票票价为26
元； 长沙至石门县北站二等
座和一等座的票价分别为74
元、119元。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蒋嘉玮

石长动车明起运营
全程票价74元
每天开行8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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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月初填写报销单据
时， 陈轩的报销单上粘贴的最
多的票据便是长沙往返郴州的
高铁票。这些车票，见证着他与
爱人经历了多年爱情长跑后步
入婚姻殿堂的甜蜜生活。

2009年夏天， 大学毕业的
陈轩进入一家大型公司做通信
工程，被分配到郴州区域工作，
而他的女友则在长沙工作。

“当时从长沙到郴州只有
普速列车，最快的车次是3个半
小时，但大多数车次都要4个多
小时。 普速列车的环境也不大
好， 遇上大热天或者人多拥挤
时，列车慢悠悠地‘摇’过去，真
的挺辛苦的。”陈轩回忆，他基
本上是半个月或者一个月才回
一趟长沙。 这对异地恋恋人平
日的相思，只能通过电话倾诉。

2009年底， 武广高铁正式
通车营运， 郴州由此进入高铁
时代。 虽然相隔300多公里，按
照当时的高铁时速， 从郴州到
长沙不到一个小时。陈轩说，自
从有了高铁后，两地车次多、车
程短， 他开始选择每个周末都
回长沙陪女友。 即便是如今高

铁略有降速，从长沙到郴州，全
程也只要70分钟。

经过多年的爱情长跑，
2013年，陈轩与女友结婚。在他
看来，虽然家在长沙，平时在郴
州工作， 但高铁大大缩短了两
地的距离，让异地不再遥远，让
团聚变成了一件很容易的事。
“长沙开通地铁后，在高铁站就
能坐地铁回家，更加方便了。”

高铁的普及， 带来的不仅
仅是出行方式的变化， 更颠覆
了湖南人原有的时空观念。

以前， 当人们谈到从长沙
到郴州有多远时，说的是300公
里的路程， 开车要3个小时，坐
火车要4个小时。随着高铁时代
的到来，1个小时的高铁就取代
了这个空间跨度。

高铁正在让世界变得越来
越“小”，异地购物、异地探亲、
异地工作、 异地交友……都变
得不再遥远。 高铁的建成与普
及，突破了城市的空间瓶颈，扩
大了人们的生活半径，“同城
化” 正在改变甚至颠覆普通人
的生活。

■记者 潘显璇

本报9月19日讯 今日，省
邮政管理局、 省公安厅联合召
开全省推进落实寄递安全管理
“三个100%制度”视频会议，部
署落实寄递渠道收寄验视、实
名收寄、过机安检“三个100%”
制度，确保我省寄递渠道安全，
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创造安
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邮政业务总量达120亿元

近年来， 我省寄递行业发
展十分迅猛， 截至今年8月底，
我省邮政业务总量达到120亿
元， 同比增长34.8%， 是全省
GDP增速的4.5倍；快递业务量
达到3.6亿件，日均服务1000万
余城乡居民， 支撑电子商务交
易额突破2000亿元， 成为服务
经济民生的基础产业。

与此同时， 寄递渠道人货
分离特点也受到不法分子的
“青睐”，违法邮寄枪支弹药、毒
品、 危险化学品等禁寄物品案
件时有发生， 严重威胁公共安
全。在此背景下，中央综治办、
公安部、 国家邮政局等九部门
要求在寄递渠道全力推进收寄
验视、实名收寄、过机安检“三
个100%”制度。

提供线索最高奖励8万元

仅今年1-8月， 全省邮政
管理部门共查处违反寄递安全
管理制度案件75起， 全省公安

机关查处非法邮寄禁寄物品案
件168起。其中，根据公安机关
在办理案件中发现寄递企业违
规收寄禁寄物品情况， 长沙市
邮政管理局开出全省寄递渠道
反恐第一张罚单，依照《反恐怖
主义法》 对在国家重大活动期
间寄递禁止寄递存在重大安全
隐患物品的长沙一天快递有限
公司罚款10万元， 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分别
罚款1万元。

随后， 株洲市邮政管理局
根据株洲韵达快递公司非法邮
寄枪支的违法事实，依照《反恐
怖主义法》 对韵达公司罚款10
万元， 对公司法人代表罚款
5000元， 同时对株洲县承包区
负责人罚款3000元、 三门镇寄
递网点业务员罚款2000元。公
安机关在案件侦办中， 也对多
名参与非法邮寄禁寄物品，涉
嫌犯罪的寄递企业负责人、从
业人员采取了强制措施。

近期， 省综治办、 省公安
厅、省邮政管理局等8部门联合
部署开展全省寄递物流渠道专
项整治行动。在检查中，发现企
业未执行“三个100%”制度的，
将严肃依法依规处罚。 对于积
极提供线索， 公安机关对提供
非法邮寄枪支弹药、爆炸物品、
易制爆化学品、 毒品等禁寄物
品线索，经查证属实的，最高可
给予8万元奖励。

■记者 张浩
通讯员 杨璨瑢 胡令权

一快递公司收寄枪支被罚款10万元
我省推进寄递安全“三个100%” 提供非法邮寄涉恐涉爆线索，最高可奖励8万元

一列动车组列车运行在沪昆高铁贵州凯里花桥村段。高铁时代来临，世界变得越来越小。 （资料图片）

高铁时代：千里之外也能朝夕相见
异地恋人坐火车从“摇”到“飞”

本报9月19日讯 昨天，新
一轮降雨在湖南北部发展起
来，多地降暴雨。预计，明天省
内强降雨持续， 湘中以北部分
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21日
起，降雨减弱结束。同时，在冷
空气影响下， 今起三天省内气
温普遍下降6-8℃。

昨天， 强降雨主要集中在
湖南北部。19-20日，强降雨将
继续盘踞在湘中以北， 部分地
区有大到暴雨， 其中怀化中北

部、岳阳局地有大暴雨，过程累
计雨量湘中西部、 湘东北局地
可达120毫米以上。

今天开始一直到21日，在
冷空气的影响下， 全省范围都
将出现6-8℃的降温， 明天湘
北最高气温降至22-24℃，天
气凉爽。

省气象台预计，此轮强降雨
将在21日减弱结束，22日开始
省内天气转好，气温迅速回升。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蒋丹

强降雨持续，我省多地降温将超6℃

2016年底，沪昆高铁全线贯通，长沙至昆明实现了高铁直达，
以往20多个小时的普速列车，坐高铁只需要五六个小时。今年7月9
日，宝兰高铁正式开通运营，西北地区由此全面融入全国高速铁路
网，长沙开通了直达兰州的高铁，原来20多个小时的车程，缩短为
八九个小时。记者梳理发现，目前，长沙坐高铁已经可直达全国16
个省会、4个直辖市。

【人物介绍】
陈轩：80后，从事通信工程行业，家在长沙，被公司派

驻在郴州工作。

背景 长沙坐高铁可直达20省会、直辖市

消防安全四大行动

本报9月19日讯 今日，记
者从全省实施“一单四制”制度
推动重大火灾隐患治理工作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湖南共479家
单位被列入省市县三级重大火
灾隐患清单。

根据省委、省政府“一单四
制”制度相关要求，全省各级公
安消防部门结合夏季消防检
查，重点对高层地下建筑、大型
城市综合体、 易燃易爆危化品
单位和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
域展开火灾隐患排查， 共检查
单位14.6万家。

针对排查出的重大火灾隐
患， 各地提请政府或消防安全

委员会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认
定，形成省市县三级重大火灾隐
患清单共479家， 其中， 省级57
家，市级151家，县市区261家，包
括高层建筑120家， 公共聚集场
所148家，商场市场75家。

省公安消防总队相关负责
人介绍， 全省将重点强化整治
进度通报和隐患整改销号工
作，对治理进展进行动态管理，
严格督查整改工作， 并依法依
规追究相关责任，对区域性、严
重影响公共安全、 久拖不改的
重大火灾隐患进行曝光。

■记者 张浩
通讯员 吴丹 乔梦平

全省公布479家重大火灾隐患单位

连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