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高铁南站发布消息，截
至9月30日8:00，长沙南站发售的9
月30日的车票达到141507张，其
中互联网售97560张，车票预售数
据突破历史最高纪录。预计9月30
日发送的旅客将超15万人次，创
历史新高。

本报9月30日讯 记者从省
高管局怀化管理处获悉，7月，沪
昆高速K1458至K1460段开始
进行怀芷高速芷江西互通与沪
昆高速（怀新段）交叉工程施工。
长假期间 （10月1日至10月8
日），该路段施工将暂停，对过往
车辆实施限速通行。

由于现阶段施工路段双向
两侧都浇筑了混凝土条形基础，
占用了部分路面， 长假期间，该

路段将保留双向行车道限速60
通行，超高（限高5.1m）车辆请绕
道通行。若遇到施工路段发生拥
堵，建议车辆提前绕行分流：

由东往西方向：芷江互通下
高速→转G320国道→土桥互
通→转G60沪昆高速；

由西往东方向：土桥互通下
高速→转G320国道→芷江互
通→转G60沪昆高速。

■记者 潘显璇

“双节”来了
星城商场上演“创意吸客战”

长沙高铁南站
开启“刷脸进站”

沪昆高速这一段限速通行

本报9月30日讯 省交通运
输厅今天发布消息， 据预测，今
年“十一”黄金周期间，我省道路
客运量预计达到1700万人，同比
增长2%； 水路客运量预计达到
38万人，同比增长0.9%；高速公
路出入口流量将达到2256万台
次左右，日均流量约282万台次，
同比日均增长约6%。

省交通运输厅透露，“十一”
黄金周期间，全省将日均投入约
4.3万辆营运客车、952艘客运船

舶参与道路、水路运输。各地交
通运输部门将加强城市公交、道
路、水路与铁路、民航等运输方
式的衔接； 加大对旅游景区景
点、车站、机场、码头等区域的运
力投入；做好应急运力准备。

同时，交通运输部门将重点
检查长途客车2时-5时停车休
息、“三不进站、六不出站”等制
度落实情况以及超载、超速和疲
劳驾驶等违规行为处理情况等。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张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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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中秋相遇的八天
长假正式启动。美团旅行大
数据显示，南方地区酒店等
预订较北方明显人气更高。
此时,选择假期后半程去北
方看看，或许能收获意外的
美好体验。

提前订、推迟走
错峰流行

从大数据可以发现，今
年错峰出行逐渐从小众需
求发展成主流选择之一。

错峰究竟可以节省多
少？ 以上海到普吉岛为例，
如果是9月30日出发， 目前
机票价格为3513元。如果选
择10月3日出发， 目前最低
票价为1732元，10月5日票
价仅为1130元。以三口之家
计算，去程机票就可以省下
七八千元。

今年的数据证明，很多
消费者已经掌握了这个特
点。 从截至9月25日的酒店
预订数据看，今年国庆期间
用户提前预订较去年同期
更早，十一假期预订后期入
住占比较去年提升，错峰出
行比例更高。

铁路出行数据也反映
出临近交通枢纽之间的需
求较大。其中，长沙与武汉
之间，成都与重庆，大连与
沈阳，广州与深圳、上海和
南京以及济南和青岛之间
的铁路旅行需求尤其旺盛。

这也反映出，从临近枢纽出
发避开人流高峰的行为也
占据一定比例。

南方太火，不如去北方

人们选择错峰出行，除
了考虑到价格和团圆需求，
人流密集程度也成重要考
虑因素。

因北方地区入秋后温
度降低，大部分消费者选择
南方作为目的地。大数据显
示TOP10酒店预订城市中
有7个城市属于南方地区。

国内机票方面，已支付
订单中，排名前十的航线有
七条以南方地区为目的地；
国际机票预订数据也可发
现这一特征，泰国是热度最
高的目的地。此外，中国港
澳台地区和新加坡等目的
地也人气高涨。

此外，在国庆期间最旺
十大景区预测中，即上海迪
士尼度假区、 北京欢乐谷、
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故
宫博物院 、 华山名胜风景
区、上海野生动物园、大连
森林动物园、张家界天门山
国家森林公园、圣亚海洋世
界、 天津方特欢乐世界，也
有一半位于南方。

这就导致南方地区重
点景区和度假目的地将出
现人头攒动的现象， 此时，
去北方或许会带来更惬意
的旅行体验。■记者 杨田风

错峰出游成趋势，南方太火去北方
团圆度假两不误，黄金周酒店预订后期入住占比较去年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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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湖南福彩刮刮乐家族又
添新成员———欢乐彩蛋。该款彩票
票面背景为炫酷的黑色，配合金色
闪耀的星星，既闪亮又耀眼。结合
彩票的主题，票面的主画面和刮开
区中满是各种各样表情的彩蛋，它
们活泼、俏皮，传递着开心和快乐，
带给了彩民们愉悦的好心情。此
外，该款彩票采用了市场主流的对
数字玩法，市场接受度高，对比次
数多，同时还结合主题，增加了刮
出一个“彩蛋”图符即中奖金、刮出
“一对彩蛋” 图符即中下方奖金两
倍的玩法，趣味性强，带给彩民“物
有所值”的游戏体验。

“欢乐彩蛋”面值20元，作为旗
舰级别的刮刮乐新成员， 它的最高
奖金也是旗舰级别的———100万元，

非常适合喜欢挑战刺激的彩民朋
友。这一款号称刮刮乐界“表情帝”的
可爱又好玩的全新彩票一经上市就
占据各大投注站畅销排行榜前列。

可是彩票已经上市半年，头奖
却迟迟未出，正当各位彩民都在投
注站内摩拳擦掌， 埋头刮彩票，希
望被100万元“砸中”时，9月27日上
午，省福彩中心兑奖室迎来了一对
来自衡阳的朋友———李先生（化
姓）和张先生（化姓），他们手持一
张“欢乐彩蛋”刮刮乐彩票前来兑
奖，工作人员仔细一看，正是那张
万众期待的100万元头奖奖票。

据李先生介绍，他和张先生不仅
是多年好友，而且两人也是购彩多年
的老彩民。26日上午， 两人与另一位
朋友相约出游， 由于朋友迟迟未出

现，两人便一同来到第43042048号
站点打算一边继续等待， 一边玩刮
刮乐。 两人各自拿出30元决定合买
三张试试运气。万万没想到的是，刮
到第二张彩票
时竟中了10 0
万元大奖！

因为在投
注站等人，就被
100万元“砸中”
的李先生和张
先生无疑是超
级幸运的。那么
下一个超级幸
运儿会是你吗？
不妨去投注站
验证一下吧。

■左伊

衡阳一对好朋友合买欢乐彩蛋中100万元

“欢乐彩蛋”100万
元的中奖彩票

9月30日，长沙海底世界，小海豚在妈妈身边“嬉闹”。当天上午11点53分，小海豚
赶着过双节，迫不及待从妈妈肚子里“蹦”了出来。截至目前，长沙海底世界海豚家族总
成员增至9只。 记者 徐行 通讯员 陈俏 摄影报道

长沙海底世界
再添海豚宝宝

长假期间，全省日均投入客车4.3万辆

本报9月30日讯 今日，长沙
南站启用了自助验票通道， 持二代
身份证和蓝色车票的旅客便可“刷
脸”进站。这是湖南地区高铁车站首
次使用脸部识别验证验票， 不仅有
效保证票、证、人合一，而且比人工
识别效率更高，最快仅需3至5秒即
可进站。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长
沙南站仅在东广场验证口安装
了自助验证机，自助验票需要旅
客保持面部无遮盖。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张韬

链接
长沙高铁南站
单日预售票创历史新高

交通连线

本报9月30日讯 当中
秋节遇上国庆节， 长沙消费
者迎来了“史上最长假期”，
这自然也成为了各大商家的
“主战场”， 如何在众多促销
中脱颖而出？今日，记者从长
沙市各大卖场了解后发现，
与过去的“价格促销战”相
比，“体验感”和“献爱心”成
为节庆活动的流行关键词。

即日起至10月4日，悦
方ID�MALL邀请消费者参
与创作全民装置艺术品“黄
金月亮”， 把自己的愿望写
在中秋祈福瓶中。“孩子们

可以带上自己的旧书来换
取小礼品， 在10月3日举行
的‘黄金月亮’点亮仪式上，
我们会将回收的所有书本
通过长沙快乐公益的‘快乐
书屋’项目捐给山区贫困学
子。”悦方ID�Mall相关负责
人介绍。

除悦方ID�Mall等商场
组织爱心活动外， 喜盈门·
范城、步步高梅溪新天地等
大型购物中心也大打“体验
牌”， 希望用丰富的免费体
验活动吸引更多市民。

■记者 朱蓉

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