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月9日讯 今天， 记者从湖
南省高速公路建设总公司获悉，2018
年春节期间， 将继续实施高速公路小
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 春节期间高速
免费时间为：2月15日（除夕）0:00-2
月21日（正月初六）24:00，一共七天。

据初步预计， 今年春运全国旅客
发送量将达到29.8亿人次， 与去年基
本持平，增速较前几年明显放缓，节前
客运相对平稳。 但节后学生流、 务工
流、探亲流、旅游客流相互叠加，易形
成客流高峰。

相关部门利用大数据技术，对
2017年全年特别是节假日的路网运
行情况进行了综合分析， 找出了全国
高速公路十大拥堵路段以及拥堵严重
的十个收费站， 其中湖南长张高速岳
临高速出入口到长张高速出入口上
榜。 ■记者 潘显璇

2018.1.10��星期三 编辑 曾梓民 图编 杨诚 美编 刘湘 校对 苏亮A06 要闻·民生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1月 9日
第 2018009期 开奖号码: 8 1 3

湖南省中奖情况
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677
0

1733

1040
346
173

704080
0

299809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本报1月9日讯 近期
全国范围的降温雨雪天气
对蔬菜生产和运输都造成
一定影响，长沙也经历了一
段“湿冷”天气，今天还迎来
了“三九”天的第一天。市民
手中的“菜篮子”怎么样？记
者今天走访长沙菜市场发
现， 尽管有的蔬菜价格下
跌，但菜价整体波动不大。

部分蔬菜价格下跌
整体趋稳

今天， 在长沙毛家桥
菜市场附近， 不少街头小
贩忙着招呼着顾客。

白菜每斤售价1.5元、
西红柿每斤3元、红菜薹大
多每斤3元、 螺丝椒每斤7
元……记者在该菜市场看
到，与前几天“湿冷”天气
时比， 今天有些蔬菜售价
便宜了0.5元至1元每斤不
等， 但更多的蔬菜价格保
持稳定。

储备充足+“特价菜”
让长沙菜价稳定

“蔬菜储备充足，本周
价格基本保持正常水平，
没有出现大的波动。”长沙
市价监局监测中心工作人
员说， 近期长沙市批发市
场的蔬菜货源主要以海南
为主， 但货源仍然十分充
足， 长沙市各大批发市场
和大型超市积极备货，如
长沙市黄兴“海吉星”批发
市场加大扶持力度， 市场
每天保证600万公斤以上
的基础储备。

据该工作人员介绍，
受不少超市大白菜、尖椒、

西红柿等蔬菜打折惠民的
影响，本周（1月3日-�1月9
日） 长沙蔬菜类零售均价
环比下跌1.18%， 均价为
3.90元/斤， 监测的15个蔬
菜品种“6涨9跌”。

据预测，后期，随着天
气转好、气温逐渐回暖，北
方蔬菜供应量随之增加，
预计近期长沙蔬菜价格波
动不会太大。

“二师兄”淡定
天气寒冷羊肉走俏

带皮五花肉每斤售价
12元左右、 精瘦肉13元每
斤、 肋排20元每斤……在
毛家桥菜市场， 记者看到
“二师兄” 身价也很淡定。
监测显示，本周，长沙市肉
蛋类商品价格波动不大，
生猪市场生产稳定， 降雪
天气并未对猪肉价格造成
太大影响。 监测的长沙肉
蛋类零售均价为24.13元/
斤，环比微涨0.28%。

受寒冷天气影响，羊
肉需求增加， 羊肉零售均
价环比上涨3.21%，为每斤
36.40元；鸡蛋零售均价小
幅上扬， 环比上涨0.81%，
为每斤5.47元。

长沙水产市场零售价
格有涨有跌，均价稳定。监
测的水产类零售均价为
14.05元/斤， 环比持平。其
中： 带鱼和草鱼零售均价
环比分别 上 涨 0.93%和
0.82%， 为每斤21.63元和
8.56元；鲫鱼零售均价环比
下跌2.71%， 为每斤9.52
元。 其它品种价格环比持
平。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陈静宇

本报1月9日讯 今天起， 湖南大
部地区开启一段连晴天气。

虽然白天最高气温回升， 但夜间
辐射降温明显， 最低气温仅-2℃—
-4℃，早晚容易出现道路结冰。

虽然天气晴朗， 但由于夜间散热
快，最低气温还会持续低迷。据实况显
示， 今晨8时湖南气温多在-3℃—
0℃，其中长沙-2.5℃。

此外，随着天气转晴，今晨8时，吉
首、 怀化、 永州等18县市出现浓雾天
气，能见度不足500米。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9-12日全省
晴天， 最高气温将回升至10℃左右，
最低气温低至-2℃—-4℃，大部分地
区早晨将出现霜冻。气象专家提醒，未
来三天湖南多地早晚容易出现道路结
冰，交通安全隐患大，公众出行需谨慎
驾驶。此外，需关注霜冻天气对农业生
产的不利影响，做好防寒抗冻工作。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蒋丹

本报1月9日讯 在刚刚过
去的2017年第四季度， 长沙哪
个行业的工资最高？今天上午，
记者从智联招聘发布的《2017
年冬季长沙雇主需求与白领人
才供给报告》中了解到，能源、
矿产、 采掘、 冶炼以平均月薪
8414元占居第一； 其次为房地
产、建筑、建材、工程，薪酬水平
为8389元；第三是专业服务、咨
询(财会、法律、人力资源等)行
业，薪酬水平为8345元。这三个
行业包揽了长沙冬季十大高薪
行业的前三位。

数据显示， 长沙地区2017
年冬季求职期的企业平均招聘
薪酬为税前7048元，在全国37个
主要城市的薪酬水平中排名第
25位。 从薪酬的分布情况来看，
长沙地区招聘薪酬为税前
4000-6000元的职位占比为
35.4%，8000元以上的占23.1%。

能源、矿产、采掘、冶炼
引领长沙高薪行业

长沙地区平均薪酬排名前
十的行业，能源、矿产、采掘、冶
炼的平均薪酬水平和排名均有
所上升，信托、担保、拍卖、典当
进入薪酬前十的排行榜。 房地
产、建筑、建材、工程发展较快，
相对秋季平均薪酬排名有所上
升，位列第二。大型设备、机电
设备、重工业，学术、科研行业

也进入了前十位的榜单中。
招聘专家建议，求职者不用

过于消极观望，遇到合适的机会
不妨大胆尝试，利用这个市场洼
地，找到一个不错的机会。针对
热门行业及职业，求职者应提升
自己的竞争力， 从而提高胜算；
对于冷门行业， 竞争环境宽松，
企业对求职者的渴求程度高，求
职者掌握的主动权更多。

长沙地区
这些职业、行业竞争最激烈

智联招聘2017年冬季在线
数据显示， 长沙地区竞争指数
排名前五位的行业中，房地产、
建筑、建材、工程行业的竞争指
数最高，其次是大型设备、机电
设备、重工业行业，农、林、牧、
渔行业排在第三， 环保行业和
快速消费品（食品、饮料、烟酒、
日化） 行业的竞争指数位列第
四和第五。

数据显示， 长沙地区2017
年冬季竞争最为激烈的职业是
交通运输服务、财务、审计、税
务和采购、贸易。此外，高级管
理和土木、建筑、装修、市政工
程的竞争也较为激烈。 交通运
输服务，财务、审计、税务，高级
管理一贯求职者众多， 职位需
求增长缓慢， 所以求职竞争较
为激烈。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唐清莹 实习生 张晓芳

8414元！能源矿产业平均月薪最高
长沙2017年冬季十大高薪行业出炉 房地产、建筑、建材、工程行业竞争指数最高

链接 十大高薪行业

进入“三九”天，市场储备充足

长沙蔬菜肉价趋稳
湖南开启连晴模式
早晚易结冰 出行需谨慎

长张高速成春节
全国最堵高速路段之一

1月9日，长沙市红星蔬菜批发市场，经营户在运输车上将蔬菜打包卸货。 记者 田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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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矿产、采掘、冶炼 8414元/月
房地产、建筑、建材、工程 8389元/月
专业服务、咨询(财会、法律、人力资源等)行业 8345元/月
交通、运输 8229元/月
基金、证券、期货、投资 8179元/月
保险 7976元/月
信托、拍卖、担保、典当 7944元/月
医疗、美容、护理、保健、卫生服务 7730元/月
大型设备、机电设备、重工业 7519元/月
学术、科研 7479元/月

菜蓝子监测 天气

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