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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天气晴好，橘子洲赏梅约起
春节前后，梅花将大面积开放，届时还有这三个公园也可赏梅
周末去哪玩？如果感兴趣，
不妨与家人或朋友去橘子洲寻
梅吧。进入“三九”天，橘子洲景
区的梅花已悄悄绽放。不过，在
长沙， 赏梅的最佳时机还没有
到，据了解，橘子洲、省植物园、
沙湾公园等长沙各大公园的梅
花预计在春节前后大面积盛
开。
1月12日， 橘子洲梅园，记
者远远地就可看到一片红，走
近看， 原来是成片的梅树树枝
上挂满了红色的花苞。 令人惊
喜的是，其中有一株梅树上，数
朵红梅提前绽放了， 为冬日添
上一抹亮色。
梅园里， 近10株腊梅开得
正欢，唱起了“花样”主角儿。那
一抹抹浅染鹅黄、 暗香袭人的
腊梅， 让人心旷神怡， 模样娇
俏、 清新的它也成了众多游客
与摄影爱好者拍摄的焦点。据
了解，在植物分类学上，腊梅自
成一科， 与蔷薇科梅花亲缘甚
远。 但人们一般也将腊梅视作
梅花。
橘子洲景区绿化科李科
长告诉记者，经过补种，目前
该景区占地2万平方米的梅园
里，共有梅树十多个品种、700
多株，其中不乏绿萼、游龙梅
等 极 富 观 赏 性 的 品 种 。“这 里
的梅花大面积盛开，估计和往
年差不多，在二月，也就是春
节前后。”
■记者 陈月红

春节前后，
这些地方可赏梅

连线
1月12日，橘子洲梅园，模样娇俏、清新的腊梅成了游客与摄影爱好者拍摄的焦点。

【沙湾公园】
在长沙， 想免费观赏大片的
梅花不妨去沙湾公园。 这里有宫
粉、 绿萼等400棵左右的梅花集
中或零散地分布在园内。

《长沙城区车管分所周六也可办业务了》后续

【省植物园】
湖南省植物园梅园现有品种
优良的朱砂、骨红、丰后等20多
个品种300余株造型各异的精品
梅花，其中一株胸径达20厘米的
骨红，更堪称是园内的“梅王”。

遭遇变相收费
可向交警部门投诉

【洋湖湿地公园】
在长沙河 西 的 洋 湖 湿 地 公
园，也有多处有梅花可赏，主要分
布在洋湖湿地一期生态农庄附近
及二期科普馆附近。

天气连线

本报1月12日 讯 年 关 将
至， 长沙各车管所迎来一批车
辆上牌热潮， 长沙交警多举措
应对车管业务井喷（详见本报1
月12日A05版）。 民警提醒，前
往车管所办理业务的市民一定
要先查询所需的相关材料。

峰期的周六9点开通加班服务。
吴畅提醒， 有些车主对车
管所新举措不太了解， 建议车
主多关注此类消息，能通过互联
网办理的业务尽量在线办理。另
外，新车申请号牌时，车主可选
择邮政寄递，即可省去再次来车
管所办理业务的时间。

“以前工作人员都被堵上”

今明两天晴转多云 后天起“
变脸”
本 报 1 月 12 日 讯 近 日 ，
湖南阳光环绕，气温回升，不过
早晚气温较低。省气象台预计，
未来三天， 湖南大部地区晴天
转多云，15日开始以阴雨天气
为主。近期早晚寒意扰人，公众
需注意交通出行安全。
据统计显示，11日8时至
12 日 8 时 ， 湘 西 局 地 出 现 小
雨， 其他地区以多云天气为
主 ； 最 高 气 温 12-14℃ ， 最 低

气温 -2-0℃； 湘 西局 地 早晨
出现大雾。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
一周省内气温回升， 前晴后
雨。12日至14日湖南大部地区
晴天转多云， 后期湘西局地有
弱降水， 清晨最低气温将达
-2℃左右；15日开始全省有一
段持续阴雨天气过程， 气温有
起伏。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张倩

长沙市环保局检查55家排污单位
本报1月12日讯 为保障大
气环境质量， 长沙市环境监察
支队组织全市开展2018年第1
次集中执法行动， 主要检查辖
区各类大气污染物排放工业企
业、 挥发性有机物和工业扬尘
排放单位， 重点检查大气污染
防治设施运行情况， 大气污染
物排放控制情况。市本级分4组
对涉气工业企业进行执法，长
沙县行政执法局、各区县（市）
环保局按要求自行组织开展。
据悉， 全市共计出动执法人员
200余人次，共检查排污单位55
家，对存在环境污染隐患的4家

排污单位依法予以处理， 其中
责令限期整改2家、依法进一步
调查2家。
大气污染防治特护期，市
环境监察支队将持续组织开展
大气专项执法检查， 加大执法
查处力度，2018年，全市将继续
强化环境监管执法， 并督促各
区县 （市） 环保局夯实监管责
任，继续加强对工业企业、挥发
性有机物和工业粉尘排放企业
等环境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
发现一起打击一起， 确保大气
环境质量得到改善。
■记者 和婷婷

服务站变相收费可投诉
上午， 记者来到中南车管
分所， 前来办业务的车辆都在
车管所里排队，不久前，这些车
辆排起的长队占据门前的博展
路半幅路面。
“以往来办理业务的车从
大门口一直排到了交警总队，
里面的车动不了， 外面的车进
不来， 连车管所的工作人员都
被堵在路上。 这两天的排队车
辆明显减少， 没有再现车辆排
队排到马路上的情况。”中南车
管分所指导员吴畅说。他介绍，
一方面车管所提前上班， 另一
方面， 新开通的中南二手车服
务站分流了部分二手车业务。
记者了解到， 目前长沙城
区八个车管所， 受理业务时间
由原 来的 9:00-17:00调 整 至
8:30-17:30，并在8:00左右开
始放号， 根据当天业务办理情
况适当延时下班， 业务办理高

同在中南汽车世界里，位
于蒸湘路物贸路口的中南二手
车服务站从上周起开始受理业
务。服务站由交警部门授权，受
车管所管理，有民警监督。该服
务站主要针对本地二手车市
场， 服务站受理业务时间与车
管所一致。
据悉， 目前该服务站业务
日均量还是没有大变化， 但由
于车主前来办业务的时间分散
了， 近段时间都没有出现排长
队的情况。
民警提醒， 车主上牌时，要
警惕中介和4S店服务站工作人
员以各种借口变相收取相关费
用，服务站办理业务与车管所一
样， 严格按照物价标准收费，若
多收或虚构收费项目，群众可以
监督举报，一经发现立即关停。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张晓芳

长沙市车管分所一览表
名称

中南分所

详细地址

中南汽车世界博展路A3区

万家丽分所

万家丽中路三段128号（雨花区政府附近）

潇湘分所

岳麓区靳江路中段（潇湘大道往南经过第一个加油站右拐）

城东分所

人民东路农大路1号

城南分所

天心区雀园路与石竹路交会处西北角（省政府附近）

城西分所

岳麓区枫林三路466号（天顶乡政府附近）

城北分所

芙蓉北路三汊矶大桥南侧（新港派出所隔壁）

记者 陈月红 摄

去年企业离退人员
养老金月增136元
本报1月12日讯 今天，全
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政策培训
暨社保局长座谈会在长沙召开。
会议指出，近年来，全省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
不断扩大， 参保人数逐步增长，
目前全省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
险的人群达1021万人;基金征缴
收入连续保 持稳 步 增长 ，2017
年，全省企业养老保险征缴收入
首次突破600亿元大关， 确保了
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按时
足额发放。顺利完成了连续第13
年调整增加企业离退休人员基
本养老金工作。2017年待遇调整
过后，全省企业离退休人员月人
均基本养老金达到2270元，人均
提高136元， 调待增幅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全省社保经办服务工
作实现“三个转变”，努力提高了
参保人员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叶飞艳 实习生 张晓芳

火宫殿大庙会征集
吉祥物大奖等你拿
本报1月12日讯 “快乐长
沙，璀璨天心”2018年长沙火宫
殿大庙会将在2月9日启幕。为
丰富庙会活动内涵， 长沙火宫
殿大庙会活动组委会办公室向
全社会征集本届庙会吉祥物的
原创设计。即日起至1月21日16
时， 有意报名者可通过邮箱
（2357303202@qq.com） 报 送
作品。 具体征集要求、 参与方
式、 评选方法等可关注微信公
众账号“微天心”详细了解。作
品将通过微信投票，其中，第一
名将获得2000元奖金，二等奖2
名，各奖励1000元；三等奖4名，
各奖励500元。同时向获奖作品
的创作者颁发荣誉证书。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周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