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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9日讯 今日，记
者从长沙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获悉，2018年3月， 全市食品
安全监管部门按照年度抽检监
测工作计划， 共完成食品检验
检 测 275075 批 次 ， 合 格 率
99.9%。

此外， 市食药监局还在3月
对食品生产、流通、消费环节涉
及的粮食加工品、调味品、肉制

品、乳制品、方便食品、罐头、速
冻食品、薯类和膨化食品、糖果
制品、酒类、蔬菜制品、蜜饯及水
果制品、炒货及坚果制品、食糖、
淀粉及淀粉制品、糕点、豆制品、
餐饮食品、食用农产品等开展监
督抽检363批次，检出合格360批
次，不合格3批次，合格率99.2%。

其中，长沙市世代双雄食品
有限公司生产的生产日期为

2018-3-8的香辣鸭翅（劲爆黑
椒味）， 经检验菌落总数项目不
合格。 长沙市芙蓉区兴和社区
马王堆北路59号汉城农贸市场
01号鱼摊位2018-1-29经营的
黄骨鱼， 以及长沙市芙蓉区火
星街道火星农贸市场70、71号
2018-2-1经营的黄骨鱼，均被
检验出孔雀石绿项目不合格。

■记者 黄亚苹

长沙韶山路
湘府路将停水

本报4月19日讯 记者
今天从长沙供水有限公司获
悉， 为配合市政管网配套设
施建设， 该公司将进行湘府
路供水管线接驳工作，4月20
日22：00至21日8:00，雨花区
韶山路（湘府路-时代阳光大
道） 沿线两厢地区、 湘府路
（万芙路-韶山路） 沿线两厢
地区将停水。 ■记者 陈月红

本报4月19�日讯 昨天，
201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让-
皮埃尔·索维奇（以下简称索维
奇） 与湖南文象集团下属子公
司长沙标朗住工科技有限公司
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在宁
乡成立湖南首个诺奖工作站。

索维奇教授1944年出生于
法国，1987年获得斯特拉斯堡大
学超分子化学博士学位，现担任
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超分子化
学名誉教授，同时也是法国科学

院院士。索维奇教授研究领域为
制造分子机器及分子拓扑结构
的研究，因在分子机器设计与合
成领域的突出贡献，他于2016年
被授予诺贝尔化学奖。

据悉， 诺贝尔奖得主皮埃
尔·索维奇工作站设立后，将着
力打造国际一流科技创新产业
平台， 助推环保新材料产业发
展，使其充分应用到环境保护、
居民生活等各个领域。

■记者 和婷婷

本报4月19日讯 一眨眼，五
一小长假又要来了！根据放假安
排，4月29日至5月1日放假调
休，共3天。今日，三湘都市报记
者从高速、铁路、航空等相关单
位了解到相关的出行信息。

高速：
7座以下客车可免费通行

记者从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
总公司获悉，4月29日0点至5月1
日24点，7座以下（含7座）载客车
辆可免费通行湖南高速公路。

按照相关政策，湖南高速公
路的免费通行车辆类型为7座及
7座以下小型客车。 一般的家用
轿车，SUV、MPV等，只要不是8
座的都免费。

值得注意的是，车型判定以
行驶证上核定、 登记的人数为
准。根据相关规定，在车辆类型
中“皮卡车”归类于轻型载货汽
车，不属于客车范围，不免费。

免收通行费时间以车辆驶
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
间为准。也就是说，收费期间上
高速，免费期间下高速，不会被
收费。但免费期间上高速，收费
期间下高速，就要收费。

免费通行期间，人工通道实
行“不发卡抬杆放行”；ETC车道
则仍需读取车辆信息后，以“一
车一抬杆”的方式放行，建议大
家统一进出。

此外，根据省公安厅、省交
通运输厅联合发布的《关于危险
物品运输车高速公路限时禁行
的通告》的要求，劳动节假日期
间，全天禁止危险物品运输车在
省内高速公路通行。

飞机：
长沙飞海口最低340元起

记者从南航湖南分公司获

悉，“五一”假期期间，南航在湖
南机票价格略有上涨，出行高峰
预计将出现在节前4月28日和假
期最后一天5月1日。节日期间长
沙至东北、三亚方向机票价格较
高，为5-7折；长沙至西北方向
机票优惠力度最大，为3-4折左
右；其他方向机票多在4-6折。

即日起购买“五一”期间长
沙飞北京最低520元起， 长沙飞
上海最低420元起， 长沙飞海口
最低340元起， 长沙飞昆明最低
520元起。南航湖南分公司表示，
节日期间出行需求集中，需要走
亲访友旅游度假的市民朋友可
提前选购机票，避免临时购票机
票紧张。

需最新的航班折扣信息请问
询南航客服电话95539，或登录南
航官网www.csair.com查询。

铁路：
“五一”火车票已全面开售

火车票方面， 记者了解到，
目前“五一”假期火车票已经全
面开售。

令人欣喜的是， 自4月10日
起全国铁路开始启用新的运行
图，长株潭城铁于当天起加密了
重点区间、 车站和高峰时段车
次，并优化了发车时间。

此外，长沙火车站日前发布
了长株潭城铁的票价优惠方案，
从4月28日至6月30日， 全线票
价将实行八折优惠，优惠后的票
价尾数将按四舍五入方式保留
至元。

在此背景下，五一小长假期
间， 旅客乘城铁出行将更实惠、
便捷。

铁路部门提醒，小长假短途
方向的火车票将会出现井喷式
的购票高峰，最好提前购买。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胡斌超 赵莎芬

“五一”高速免费三天，火车票已开售
长株潭城铁票价八折 短途火车票最好提前买 长沙至东北、三亚机票最贵

本报讯 4月16日，神州租车
分时租赁产品正式在长沙上线，
长沙市民打开神州租车APP，就
可以随时随地租车了。

这个产品操作非常简单。点
开APP后发现， 附近有哪些门
店， 各个门店有多少可租车辆，
只需点击店面图标，选择要租的
车辆，随后输入还车时间、还车
点就可以。系统还会自动预估行
程费用。不过，如果是神州租车
新用户，下单前还需要上传身份
证和驾驶证进行实名认证，并绑
定信用卡。

下单完成后，一般几分钟就
能找到车，进入开锁阶段。点击
开锁后，可以根据手机提示完成
点头、转头、张嘴等人脸动态动
作来开车锁。车辆一启动，系统
进入计费状态。

神州租车分时租赁产品全国
统一定价， 均为0元起步、0�.19元/

分钟、0�.99元/公里。以租赁一辆大
众朗逸为例，从长沙贺龙体育馆到
湘江世纪城，行驶14公里，用时75
分钟（中途在其他地方停留），实际
支付的价格为28.11元。

今年1月份，神州租车宣布进
入分时租赁领域，并于3月28日在
北上广深实现第一批上线，4月16
日在长沙、成都、重庆、杭州等11个
城市第二批上线，5月7日扩展至
全国55个城市。

神州租车相关负责人介绍，
神州租车分时租赁的车辆，也是
平时长租的车辆，50%以上为一
年以内新车， 既有经济型、SUV
又有豪华车。 业内人士认为，共
享汽车的竞争主要还是资源竞
争，神州租车本身拥有丰富的车
辆资源， 同时有遍及线下的网
点， 利用闲置运力进入分时租
赁， 既能提高车辆使用效率，又
能创造出真正的需求。 ■袁冬

本报4月19日讯 今天，记
者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获悉， 湖南正式启动2018年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申报工作。符
合条件的各类企业、 从事科学
研究和技术开发的事业单位
等， 可按照有关规定申报设立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三湘都市报记者从省人社
厅获悉， 目前我省有博士后研
究站200余家，其中国家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83家。

申报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需
符合以下基本条件：独立法人资
格，经营或运行状况良好；具有

一定规模，并具有专门的研究与
开发机构;拥有高水平的研究队
伍，具有创新理论和创新技术的
博士后科研项目;能为博士后人
员提供较好的科研条件和必要
的生活条件。同时，申报还需符
合一定的推荐条件。

根据要求，有关单位需按
要求在5月7日前将相关材料
一式两份报送至省人社厅专
业技术人员管理处。
联系电话：0731-82219390；
邮 箱：zjc509@163.com。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龚颖
实习生 尹霜

神州租车分时租赁来了
长沙市民随时随地轻松租车

长沙市食药监发布3月食品抽检结果

两家市场的黄骨鱼检出孔雀石绿

我省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启动申报

我省首个诺奖工作站落户宁乡

4月19日，长沙市湘江北路银盆岭大桥北段，固定在灯杆高处的交通指示牌
显示机动车此处可以在路中间掉头行驶(大图)。实际上这里路中间被一道矮护
栏隔离，前面还设置了一块禁止掉头的标示牌（左上图）。希望有关部门对这种互
相矛盾的交通标示设置及时改正，以免误导驾驶员。 记者 田超 摄

本报4月19日讯 即日
起至5月31日，长沙水业集团
推行“消火栓随手拍公益活
动”。市民发现市政消火栓有
漏损、偷盗水情况，可以通过
长沙水业96533微信公众号
举报。 长沙水业集团将定期
从有效的举报线索中随机抽
奖。据介绍，长沙城区的大街
小巷共分布有8000余个消火
栓。 据长沙水业24小时服务
热线96533统计，平均每天要
接60余个消火栓报修电话。

■记者 王文

长沙启动
“消火栓随手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