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游连线

本报5月20日讯 5月19
日是中国第八个旅游日。当天
上午，2018“中国旅游日”湖
南分会场活动暨“文明旅游为
中国加分”百城联动活动启动
仪式在长沙举行，省旅发委推
出旅游惠民措施50余项，部分
景区继续出台门票降价、免费
开放等面向大众的优惠措施，
对劳模、先进工作者等先进群
体实施旅游奖励。

今年的活动主题是“全域
旅游，美好生活”。活动现场省
内多家出境旅行社递交诚信
经营承诺书，湖南诚信旅游公
众号正式运行，提供旅游企业
信用信息查询、旅游从业人员
资质信息查询、游客旅游合同
查询、涉旅企业行政审批服务
事项进度查询等多项服务。

■记者 丁鹏志

我省推出50余项旅游惠民措施
对劳模、先进工作者等先进群体实施旅游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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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今年计划开展交通类项目133项 推进湘雅路、银星路过江通道建设

建4条慢行优先道，将设“多乘员车道”

本报5月20日讯 2018
年5月20日是联合国确定的
第一个“世界蜜蜂日”。今天
上午，由省环保志愿服务联
合会、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协
会共同主办的“‘蜜之微笑’
5.20世界蜜蜂日环保公益行”
活动启动仪式举行。 启动仪
式上，高校环保志愿者、亲子
家庭、动保志愿者等100多人
通过蜜蜂舞表演、绘制蜜蜂、
参观蜜蜂生态展、 公益众筹
等形式参与该活动。

湖南环保联合会会长何
建军介绍，“蜜之微笑”项目是
将“守护生态”、“少儿美术”、
“生活美学”和“互联网公益”
相结合的公益项目，旨在提高
社会公众的生态意识，呼吁全
社会关注和保护蜜蜂。记者了
解到，此次活动面向全社会征
集以“蜜蜂”为主题的绘画作
品，参与者可以通过关注湖南
环保联合会微信公众号（hu-
nan-huanbao）参与活动。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盛凯

本报5月20日讯 昨日，第五届全
国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
专场活动（湖南站）在湖南人才市场拉
开帷幕。来自福建、安徽、浙江、江苏等
全国13个省份以及湖南本土共228家
企事业单位现场选贤纳才。据统计，活
动吸引了来自湖南师大、 湖南农大等
16所高校约1.2万余名毕业生参加。

记者在现场看到，中国一汽、中船
重工、中国十七冶集团、江铃汽车等国
内知名企业，以及浙江传媒学院、浙江
理工大学、安庆师范大学等高校，提供
了信息技术、行政、财务、高校教师等
就业岗位1.1万余个。其中，安庆师范
大学现场公示引进博士教师67名，浙
江理工大学计划引进各类教师236
名。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贺小花

陈尽美 实习生 尹霜

【治堵】
扩建两大枢纽
打通7条片区对外通道

据悉， 长沙市交通规划
实施项目计划为年度常态项
目， 旨在从规划层面提出交
通项目年度实施计划， 为政
府部门决策提供技术支持；
长沙市政府将综合统筹规
划、国土、发改、住建等多部
门的意见， 确定最终实施方
案。

《计划》认为，目前长沙
交通运行的阶段性特征主要
表现为：车辆多、设施偏少、
基础设施分布不协调； 机动
化、城区拥堵、远距离交通快
速增长；区域发展不均衡，河
东处于交通拥堵向供需平衡
过渡阶段， 河西处于需求增
长向交通拥堵过渡阶段。

长沙市城乡规划局建议
加大提升对外辐射能力。《计
划》 提出： 扩建高铁长沙西
站、黄花机场两大枢纽；完善
黄金大道、 站前南路、 郭亮
路、 劳动东路、 机场中轴大
道、湘府东路、盼盼路这7条
枢纽配套道路； 新增绕城高
速—黄金大道收费站； 打通
潇湘大道—滨江路、 韶山大
道—新韶山路—昭山大道、
长益高速复线—银星路这3
条对外联系通道。

同时， 支持重点片区发
展。《计划》建议：打通7条片
区对外通道， 即鸭子铺路东
延（西龙路）、梅江路、梅浦联
络线、 大众北路东延、 金桂
路、长望路西延等；建设西二
环绿道、环岳麓山绿道、环后
湖绿道这3条绿道；开展鸭子
铺路东延详细规划研究、马
栏山视频文创园交通详细规
划研究、高铁-会展新城交通
衔接详细规划研究这3个前
期研究项目；推进红枫路、雪
松路、梧桐路、龙峰大道（远
大路-劳动路段）、 京港澳高
速辅道、 香樟路等18条内部
（或在建）道路建设。

解决自身交通问题，提
升交通运行效率。今年建议
优化西二环北段、 万家丽

路、北二环、三一大道、劳动
路、湘江路这6条干线道路；
推进湘雅路过江通道、银星
路过江通道这两条过江通
道建设；改善中山路、蔡锷
路、晚报大道、玉兮路、城南
路跨京广铁路桥、 竹塘路、
青山路这7条瓶颈路、 断头
路建设。

【提质】
推进建设
4条慢行优先道路

改善城市交通品质：《计
划》建议推进长沙地铁3、 4、
5号线的2期线路建设： 分别
推进8座立体过街设施、怡长
街、药王街、三泰街、西牌楼
街这4条慢行优先道路，一条
历史步道示范线的建设； 推
进12个片区交通精细化改造
等。

研究首次提出“精细化
公交与用道”“HOV车道”等
项目。《计划》 建议今年推进
长沙HOV/HOT车道规划研
究、“互联网+交通”政策体系
研究、“绿色出行” 激励机制
研究等。

据三湘都市报记者了
解，HOV车道又称多乘员车
道，指专供乘载至少某一规
定乘客数以上汽车所行驶
的车道， 主要是用来鼓励
市民合理乘车， 避免浪费
道路资源， 目前国内深圳、
成都、无锡等城市已使用这
种车道。

精细化公交与用道：《计
划》 建议今年对五一大道进
行公交与用道精细化设计示
范工程研究，建设滨江新城、
碧沙湖、机电设备交易中心
3处公交场站、49公里公交
专用道， 并推进滨江新城
站、马厂站、文昌阁站、开福
寺站、万家丽路站、铁道学院
站、溁湾镇站、长沙大道站8
个轨道站点交通接驳项目，
和金星路-市政府、文昌阁-
湘雅一医院这两条微循环试
验线建设。

本次研究首次提出“儿
童友好型校区” ， 建议打造
十大儿童友好小学等。

13省万余岗位
迎湖南高校毕业生

世界蜜蜂日征集“蜜蜂”作品

5月18日起， 旅客可通过
网络和电话购买2018年端午
节小长假首日的火车票了！
记者了解到 ，2018年端午节
的假期为 6月 16日至 6月 18
日，共3天。按照全国铁路网
络和电话订票预售期为30天
的规定，从5月18日起，有出
行计划的旅客就可以通过
12306网站、12306手机客户

端 或 拨 打 95105105 订 票 电
话， 购买端午节小长假第一
天的火车票。

此外，车站窗口、代售点
和自动售票机延后2天开卖，
预售期为28天， 旅客可于5月
20日到现场购票。 购买6月18
日返程票的旅客， 可在5月20
日通过网络和电话购票。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张韬

端午假期火车票开售

本报5月20日讯 昨日，“湖南—
广西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一体化
服务平台省际联网”在湖南省人力资
源服务中心启动。这是湖南、广西两地
联手推进“互联网+人社服务”，率先
实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省际联
网协同办公的新模式，标志着两地办
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服务“来回跑”即
将成为过去式。

省级联网启动后，两地将统一相
关标准，建立互信机制，实现两地流
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信息共享、跨省
档案调动、远程阅档、证明打印异地
联网办理等功能。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贺小花
陈尽美 实习生 尹霜

湘桂率先实现流动人员
档案跨省协同办公

建议可推进湘雅路、银星路两条过江通道
建设；打通潇湘路—滨江路、韶山路—昭山
大道、 长益高速复线—银星路3条对外联系
通道……记者5月20日从长沙市城乡规划局
获悉，由该局组织编制的《2018年长沙市交通
规划实施项目计划》（以下简称《计划》）目前已
结题，《计划》 建议今年长沙开展交通类项目
133项，其中新建项目76个、改续建项目48个、
前期研究项目9个。本次研究首次提出了“精细
化公交与用道”“儿童友好型校区”“人车共享”
“HOV车道”等项目。

■记者 陈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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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湘潭市雨湖区万楼景区，新娘们在抛绣球。当天，该市22对新人举办
集体婚礼，用实际行动践行移风易俗，倡导婚事新办、婚事简办。 方阳 摄集体婚礼倡新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