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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13日讯 今天，长沙
交警发布2018年西方情人节交通
管控措施。2月14日14时至22时，
禁止货车、农用车、潲水车等车辆
进入城区。 必要时采取卡放结合
的临时性管制措施， 控制入城交
通流量，并确保出城道路的畅通。

2月14日14时起，长沙交警将
重点加强五一广场高跨桥下、黄
兴路、 湘江路东侧等核心区域的禁
停措施。核心管制区域为五一大道
橘子洲大桥东至建湘路口、建湘路
（天心路） 五一大道路口至城南路
口、城南路（含西湖路）天心路口至
湘江路路口、湘江路西湖路口至橘
子洲大桥南匝道口的合围区域。

以中山路、芙蓉路、劳动路、

湘江路合围区域为中心区。 当核
心管制区交通流量饱和， 交通拥
堵时， 在中心管控区域对车辆实
行分流引导， 减轻核心管制区的
交通压力。

民警介绍，将根据交通情况适
时对核心管制区实施交通管制，禁
止机动车驶入。 根据交通流的变
化， 适时对五一广场实施交通管
制，当桥下交通压力增大，影响到五
一大道主道通行时，将五一广场的四
个匝道口及五一广场北口用水马进
行封闭，禁止机动车辆驶入五一广场
桥下。此外，解放路王府井停车场、沃
尔玛停车场入口及湘江路万达广场
入口也将根据情况， 禁止机动车驶
入。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张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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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13日讯 记者从
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
公司获悉，春节小长假，高速
公路将对7座及7座以下小型
客车实行免费通行政策，免费
时段从2月15日0时起至2月
21日24时止 (除夕至正月初
六)。2月15日，即除夕当天，全
省高速路网车流量将跌至春
运谷底，出行最顺畅。

研判数据显示， 春节7天
小长假， 预计全省高速公路出
入口总流量约为2393万辆，占
春运总流量的25%； 春节期间
跨省流量约为245万辆。

根据往年春节路网数据
分析，春节长假期间流量呈前
低后高、逐日递增、波幅显著
的走势。2月15日（除夕），全省
高速路网车流量跌至春运谷
底。2月16日（初一）， 流量回
暖。2月17日（初二）起流量迅
速增长并持续走高，形成以小
型客车为主的密集探亲车流，
并迅速抬升至春运流量高峰阶
段， 预判峰值阶段出现在初五
或初六， 单日峰值流量达450
万辆左右。2月18日至21日 (初
三至初六），成为路网运行日均
流量最大阶段。■记者 潘显璇

黄花机场免费停车时间延长至半小时

除夕至初六，小车高速免费通行
除夕当日出行最通畅，初五或初六车流量将达到高峰

今晚长沙城区部分时段禁止驶入

当情人节遇上春节， 喜气的
节日又添上了一抹浪漫。2月13
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走访长沙市
内多家花店发现，由于今年鲜切花
进货价格上涨，不仅玫瑰花单枝价
格上涨，配送费也较往日翻番。

2月13日，三湘都市报记者在
都市花香平和堂店内看到， 尽管
是工作日上午，仍有3名男性消费

者在店内选购玫瑰花。
“单枝玫瑰花的价格是20元，

11枝玫瑰礼盒装最低搭配价230
元。”玲艺花坊店员淼淼介绍。

另外，一些花店店员表示，情人
节鲜花订单多，又遇上春节放假，
3公里左右的鲜花配送费在50元
左右。“比之前贵了一倍，你自取划
得来点儿。” ■见习记者 黄亚苹

鲜花配送费翻番，自取更划算

春运期间，长沙火车南站派出所倾力打造“雷锋式警队”，为广大旅客保驾春运、护航平安。
通讯员 张威 记者 张浩 摄

多家银行网点
营业时间有调整

换新钞、买理财……马上就
大年三十了，银行业务都办妥了
吗？2月13日，记者走访发现，长
沙多家银行网点已贴出公告称，
春节期间将实行网点轮休制，还
有部分网点将关门时间提前至
16时。

据了解，中国工商银行长沙
步行街支行、中国农业银行五一
大道支行、中国建设银行长沙解
放西路支行等国有银行网点2月
15日与2月16日将正常营业。其
中，工商银行实行春节七天“前
三后四”错时轮休，并将营业时
间提前至16时结束； 建设银行
长沙有64个网点将于大年三十
正常营业。

股份制银行方面， 平安银
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
行等长沙各网点大年三十至正
月初二全部停业； 长沙银行、北
京银行、 广发银行等将实行轮
休。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春节期
间跨行大额转账通道将会关闭，
因此，春节期间有此类需求的市
民应提前做好资产配置，防止给
交易带来不便。

■见习记者 黄亚苹

过年·提醒过年·交管

2月13日，记者从长沙市
道路运输管理处获悉， 根据
长沙市发改委下发的《关于
2018年春节期间我市出租汽
车运价表外加收服务费的通
知》，春节期间（2月15日0时
起至2月17日24时止）， 长沙
市市区（含望城区）出租汽车
在按现行运价标准实行打表
计程收费的基础上， 每车次
另加收5元服务费，执行时间
不得提前或推后。长沙县、宁
乡市、浏阳市可参照执行。

春运期间， 长沙市运管
处将联合交通行政执法部门

重点开展对出租汽车无正当
理由拒载、 不按规定使用计
价器、 乱收费等最为突出的
问题和现象进行集中整治，
情节严重者将依法吊销从业
资格， 一律列入出租车协会
统一管理的“行业黑名单”，
两年内不得在长沙市从事出
租客运服务。

市民如遇驾驶员违规行
为和不文明行为可以拨打企
业服务电话或交通部门24小
时服务监督电话12328进行
投诉。
■记者丁鹏志通讯员吴文革

除夕至初二，长沙打的要多收5元

本报2月13日讯 长沙黄
花国际机场发布消息， 从2月
14日零点起，机场停车场免费
时间由原来的15分钟调整为
30分钟，免费时间较之前增加
一倍。

长沙黄花机场相关负责人
表示， 免费停车时间延长至30
分钟，意味着4小时内首次进入
P1、P2、P3停车场的车辆，30分
钟内免收停车费， 但在此期间
第二次进入停车场， 则不计免
费时间，按规定收取停车费。

“以前大多是停在外面的

路边，虽然知道是违反交通法
规, 但有时候去机场接人，超
过几分钟就要付钱，总觉得不
划算，免费时间变成30分钟的
话，就比较充裕了。”2月13日，
来机场接人的陈师傅得知这
一政策后很是开心。

此次30分钟免费停车举
措,将大大缓解机场地面交通
压力,有效解决机场周边道路
车辆随意停放的现象,提升旅
客满意度和乘机体验。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李芯慧 曾晓青

过年·出行

过年·花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