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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18日讯 省高管局株洲
管理处发布消息， 从12月19日8时起
至12月29日18时，G72泉南高速株洲
段云阳山隧道将进行提质施工。 施工
期间单幅正常通行、单幅封闭施工，车
辆注意绕行。

具体分流方案如下：12月19日8
时至24日8时，东往西方向封闭施工。
炎陵往衡阳、株洲方向的车辆，在茶陵
收费站下高速经106国道， 从虎踞收
费站上高速。

12月25日8时至29日18时， 西往
东方向封闭施工。衡阳、株洲往炎陵方
向的车辆， 从虎踞收费站下高速，经
106国道从茶陵收费站上高速。

交通部门提醒， 茶陵至虎踞段
106国道路况较好， 且比高速公路少
近8公里路程，驾驶员可放心选择。

■记者 潘显璇

本报12月18日讯 记者从省高管
局获悉，武靖高速公路于12月14日完
成路面交工验收工作， 路面工程全部
完工，目前绿化、通信机电等工程施工
已进入扫尾冲刺阶段， 预计将于本月
底建成通车。

据了解， 武靖高速公路地处湖南
省邵阳市与怀化市境内， 经城步、绥
宁、通道三县。主线东接洞新高速城步
支线，西与武靖高速相接，全长72.061
公里；城步支线起于主线梅溪，止于城
步县城北，全长11.475公里。路线总长
83.536公里。 全线共设4条连接线，总
长19.51公里。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李鹏

本 报 12 月 18 日 讯
周女士去年从西南财经
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她
在学校里通过了注册会
计师与国际注册内部审
计师资格考试，可称得上
一身技能， 以她的资历、
经历去一线城市的大型
会计师事务所工作毫无
压力。不过考虑到自己是
湖南人， 又是家里独女，
她还是选择回到长沙，在
省内某事业单位从事收
银员工作。“之所以选择
回长沙工作，是为了方便
照顾父母。”

作为湖南省会， 长沙
市对人才的吸引力如何？
吸引力来自哪里？ 长沙市
统计局通过随机抽样配合
分层抽样的方式， 对全市
103家企事业单位中近
2000名新入职的高校毕业
生及海归学子就业现状进
行了调查。日前，该局发布
新入职人员就业现状调查
报告。

吸引就业赢在情感

据介绍，样本中湘籍
人员约占总数的83%，外
省人员仅占不足17%，样
本中大多数毕业于湖南
的高等院校， 占比达到
71.35%。这些新入职人员
选择长沙就业的主要原
因依次是“方便照顾父母”
“有合适的工作岗位”“亲
戚朋友比较多”“在湖南读
书多年已有地域感情”，占
比分别为55.52%、38.4%、

37%、33.9%。这与周女士
的经历相符。显然 ，长沙
吸引就业者，情感因素占
主导。

相较之下， 外省人才
占比较少， 长沙对外省人
才的就业吸引力还有待加
强，城市魅力稍显不足。

书读得多工资更高

此次调查样本中，本
科学历占56.73%， 硕士研
究生学历占19.4%，博士研
究生学历占1.63%。

博士研究生实际就业
单位占比前三位的是事业
单位、 私营企业、 国有企
业， 其中约45%的人月收
入能达到9000元； 硕士研
究生实际就业单位占比前
三位的是国有企业、 私营
企业、 中外合资或外资企
业， 约40%的人月收入为
4500至6000元，25%月收
入为3000至4500元，19%
为6000至7500元；本科生
实际就业单位占比前三位
的是私营企业、国有企业、
中外合资或外资企业，约
41%的人月收入为3000至
4500 元 ，24% 月 收 入 为
4500 至 6000 元 ，22% 为
3000元以内。

接受调查的博士研究
生、硕士研究生、本科生对
当前就业状况满意度依次
下降，分别为85%、61%和
58%， 高学历人才在长沙
工作感到更“满意”。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焦晨阳

本报12月18日讯 今天开
始， 湖南大部地区将进入一段
晴朗少雨时期， 多地最低气温
持续偏低， 尤其是今明天最低
气温普遍在0℃左右，早晚天气
寒意十足，要注意防寒保暖。

随着天空放晴， 受晴空辐
射降温影响， 各地气温下降明
显，昨天早晨8时，平江、浏阳等
部分地区最低气温跌破0℃。

今天，湖南0℃以下地区扩
展，多地出现今年下半年来的新
低。据实况显示，今天8时全省气

温普遍在-2℃至1℃，省会长沙
气温降至-1.5℃，桂东、新宁分
别仅-3.2℃、-2.7℃，寒意十足。

省气象台预计，18-22日
省内晴天间多云， 最高气温将
逐步回升， 其中18-19日最低
气温为0℃左右，昼夜温差多在
10℃以上。

气象专家提醒， 未来一周
湖南晴朗少雨， 最低气温还将
持续偏低， 注意防范积水造成
的道路结冰带来的不利影响。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蒋丹

本报12月18日讯 今日，记
者从长沙市城管执法局获悉，
长沙在芙蓉区月桂社区、 天心
区青园社区、 岳麓区箭弓山社
区、开福区福城社区、雨花区曲
塘社区开展“都市园艺”试点，
预计2018年1月完成项目建设。

记者在设计方案中看到，
芙蓉区月桂社区“都市园艺”试
点建设以龙柏路为主线， 自北
向南规划了友邻公园、 名书竹
帛、 书香兰庭和花锦梦源四个
景观节点， 打造书香与园艺小
品相结合的绿色空间。 天心区
青园社区主要以文化艺术、园
林建筑、民俗风情、社会人文为
设计重点，打造和谐、和美、和

睦为主题的现代社区花园。
15日， 意大利卡塔尼亚大

学教授费迪南多·布兰卡现场
观摩两个试点项目后表示，“都
市园艺”项目未来前景广阔，不
仅能提升市民生活品质， 对留
存农业文明和传统文化也十分
有益。”

“‘都市园艺’ 可使市民在
都市中享受到乡村田园的生活
方式，丰富绿化形式，增加生物
多样性， 凸显城市地域特色。”
长沙市城管执法局局长邓鹏宇
介绍， 项目同时能提升城区土
地的使用价值， 助推低碳城市
建设。 ■见习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徐蓉

城市里种花种菜，“都市园艺”开始试点

5个“田园范儿”社区下月亮相长沙

什么是都市园艺

新入职人员就业现状调查报告出炉———

高学历人才更“满意”在长沙工作
泉南高速株洲段
有隧道封闭施工注意绕行

武靖高速
预计本月底通车

多地气温破冰点 未来一周晴朗少雨

名词
解释

都市园艺是指利用城市绿地、建筑、废弃地等空间进行
水果、花卉、蔬菜、中药材种植，为都市人群提供园艺活动场
地，使城市绿化在美化环境的同时承担都市农业生产、人居
环境改善、康体疗愈等功能。都市园艺活动在社区中开展，不
仅有利于改善现代人群的生活方式， 锻炼身体放松心情，还
能收获绿色、安全、新鲜的都市园艺产品，并且通过都市园艺
实践活动加强邻里之间的相互联系，打破城市社区交往的壁
垒，改善人与景观环境的关系。

长沙“都市园艺”建设项目是由长沙市城管执法局、湖南
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波兰弗洛茨瓦夫环境与科学生
命大学和意大利卡塔尼亚大学联合申报的欧盟项目。

12月18日，长沙西二环交通改善工程———龙王港拓建大桥完成建设，具备车辆通行能力，开放主桥面双向道
路通行。全长630米的新桥开放后，总宽达到54米，可满足机动车辆双向10车道通行，有效缓解了西二环梅溪湖
片区交通通行压力。 记者 徐行 摄

长沙西二环龙王港新桥放开桥面交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