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沪昆高速潭邵段将新建韶山、邵东两对服务区

小长假期间，长沙世界之窗景区将举行“摔碗酒过端午”活动。土家族首创的“摔碗酒”、土家老者歌舞祝
酒、古老敬酒礼将一一上演，龙舟赛、点雄黄、包粽子等节日传统也将欢乐登场，游客可过个仪式感十足的端午
节。据介绍，活动中所用的酒是杨梅酒，而摔碎的碗将用于建筑回填和墙体工艺。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 李红 通讯员 邓婷 刘姝伶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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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13日讯 端午节临
近， 记者今天走访市场发现，长
沙市场上蔬菜持续价跌，受节日
提振影响，肉价小幅上扬。据长
沙市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
显示，本周（6月6日-6月12日），
长沙市八大类商品“5涨3跌”，其
中食用油、肉蛋类、水产类、水果
类和调味品零售均价环比上周
上涨；成品粮、蔬菜类和副食品
零售均价环比下跌。

红苋菜2.5元一把，白丝瓜、
本地茄子2.5元一斤， 长豆角3.5
元一斤……这是记者今天在长
沙毛家桥菜市场看到的蔬菜价
格。眼下，长沙市场上蔬菜品种
丰富，而且价格“亲民”。

近期长沙市气温适宜，日照
充足， 本地蔬菜生长速度加快，
不少夏季蔬菜上市量大幅增加，
蔬菜价格持续季节性回落。据监

测显示，本周蔬菜类零售均价为
3.51元/500克，环比下跌1.61%，
监测的15个蔬菜品种零售均价
“4涨11跌”。

监测显示， 本周长沙精瘦
肉、肋条肉、后腿肉和肋排零售
均 价 环 比 分 别 上 涨 2.65% 、
4.32%、0.76%和0.46%， 为每斤
13.92 元 、12.07 元 、13.20 元 和
20.04元。 长沙肉蛋类零售均价
为23.35元/斤，环比上涨0.36%。
据了解，端午节临近，受节日提
振的影响，长沙零售市场猪肉价
格呈现小幅上扬。价格监测中心
工作人员介绍，猪肉需求支撑力
度不足， 生猪价格虽跌幅收窄，
但目前仍处于低位运行；预计猪
肉价格上涨后劲不足，端午节期
间市民吃肉仍会比较便宜 。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陈静宇 实习生 李红

本报6月13日讯 6月16日
-18日将迎来端午小长假。今天，
湖南省高速公路监控指挥中心
发布了《2018年端午节期间全省
高速公路路网运行态势研判专
报》，根据大数据分析，预测端午
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总流
量为584万辆左右， 较去年同期
增长约10%。

18日为车流量峰值日

记者获悉，端午节期间高速
公路不实行免费通行政策。高速
公路车流主要以返乡过节等短
途出行为主，省内高速公路重要
区间路段、 热点景区邻近路段、
长株潭城市群周边路段及市
（州） 城市重要出入口易发生缓
行和排队现象。

根据大数据分析预测，6月
15日-19日， 全省高速路网流量
态势整体呈前低后高的走势，假
期最后一天（6月18日，端午节）为
流量峰值日，达206万辆左右，较
去年峰值增长约14%。

具体而言，6月15日，自午后
开始全省路网流量逐渐攀升 ，
15:00至20:00激增明显；6月
16日，当日峰值时段出现在上午
10:00至12:00左右；6月17日，
流量较前日稍有回落；6月18
日，预计为假期峰值日，当天既
是端午节又是返程日，走亲访友
车流叠加中短途返程车流，使得
个别路段车流饱和，缓行与拥堵
现象明显， 在16：00左右形成高
峰，提醒公众注意提前返程、错
峰返程；6月19日，假期结束，流
量迅速回落，恢复至正常状态。

这些高速路段易拥堵

结合历史数据和公共数据
进行大数据综合研判，端午节前
期易拥堵或缓行的路段有G5513
长张高速、G4京港澳高速、S20长
浏高速等路段； 端午返程阶段易
拥堵或缓行的路段有G5513长张
高速、S50长韶娄高速、S20长浏
高速、G60沪昆株洲段和G4京港
澳高速岳阳段等部分路段。 建议
行驶在以上路段的车主注意获取
实时路况，及时躲避拥堵。

另有5处高速路段在假期进
行施工， 请车辆注意避让或绕
行：

长沙绕城高速坪塘收费站
附近以北K56至K58处施工，车
辆由南往北实行单幅双向通行；

沪昆高速双峰收费站实施
全封闭提质改造施工，请选择三
塘铺收费站或双峰西收费站上
下高速；

长韶娄高速花明楼收费站
入口实施封闭施工，车辆需经其
他收费站上高速；

杭瑞高速忠防收费站附近以
西K787公里处施工占用超车道
和半幅行车道，车辆需减速慢行；

衡邵高速杨桥收费站附近
以东K93至K94公里处施工，占
用行车道和路肩，请车辆注意减
速慢行。 ■记者 和婷婷

本报6月13日讯 今
天，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
总队发布了5月全省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CPI）， 数据
显示，5月份， 湖南CPI同比
上涨1.5%，环比下降0.1%。

与上月相比， 城市价
格与上月持平， 农村下降
0.3%；食品价格下降1.4%，
非食品价格上涨0.2%；消
费品价格下降0.3%， 服务
项目价格上涨0.1%。

从同比看，5月份，受
猪肉价格大幅下降影响，
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下降
0.6%，影响CPI下降约0.17个
百分点。在最景气的盈利周
期过后， 生猪市场今年出现
趋势性反转，呈现全面供大
于求的局面。一季度以来，
生猪价格快速下跌。5月份，
猪肉价格下降17.6%， 影响
CPI下降约0.59个百分点。

此外， 鲜菜价格上涨
7.8%，影响CPI上涨约0.20
个百分点； 禽肉类价格上
涨7.5%， 影响CPI上涨约
0.12个百分点；鸡蛋价格上
涨14.1%， 影响CPI上涨约
0.05个百分点。

部分服务价格同比上
涨明显，其中，居住价格、
医疗保健价格、 交通和通
信价格、衣着价格、教育文
化和娱乐价格同比分别上
涨 3.2% 、3.0% 、2.8% 、
2.2%、1.4%。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张涵 通讯员 张蜜

端午高速不免费，五处路段正施工
15日午后出城开始拥堵，18日返程迎峰值 注意尽量绕开易堵路段和中考考点

本报6月13日讯 长沙交警
今天发布端午节期间全市交通
运行研判报告，6月15日下午开
始，出城车辆开始拥堵。节日期
间，长沙交警将重点整治酒驾、毒
驾、乱停乱放等交通违法行为。

据研判，长沙城区易拥堵道
路有枫林一路（从金星南路到橘
子洲大桥）、中山路（从建湘路到
湘江中路）、三一大道（从卫星路
到波隆立交桥）、人民中路（从人
民中路到湘江中路）、 解放西路
（从建湘路到湘江中路）、麓山南
路（从西二环到东方红广场）等。

进出城道路易发生拥堵的主

要是：猴子石大桥、岳麓大道、云栖
路、银盆岭大桥、长沙大道、西二
环、 南二环、 金洲大道、107国道
（长沙段）、319国道（长沙段）等。

易发生拥堵的旅游景点主
要是：橘子洲景区、靖港古镇、世
界之窗、岳麓山国家重点风景名
胜区、长沙生态动物园等。

长沙中考自6月15日开始，
民警提醒， 端午小长假期间，请
尽量避开考点学校周边道路，特
别是车辆不要乱停乱放、 鸣喇
叭，共同为考生创造一个良好的
学习考试环境。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林嘉韵

端午驾车出行，尽量绕开长沙中考考点

本报6月13日讯 省气象台
预计，6月15日-19日， 湘中以
北前晴后雨，湘南前期阵雨，后
期晴热高温。

15日-17日，湘中以北受高
空脊控制，以多云到晴天为主，
湘南受低层东风扰动影响，有
阵性降水发生。18日-19日，湘
中以北受高空槽东移和中低层
切变影响，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
发生，其中湘北局地暴雨，湘南
受副高控制， 以晴热高温天气
为主。

具体预报如下：
6月15日-17日，永州、郴州、衡

阳及株洲南部阴天间多云有阵雨
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

6月18日，永州、郴州、衡阳、
邵阳及株洲、怀化南部多云到晴
天，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等阵
雨，其中湘北局地大雨。

6月19日，永州、郴州、衡阳、
邵阳及株洲、怀化南部多云到晴
天， 其他地区阴天有中等阵雨，
其中湘北局地暴雨。

■记者 和婷婷

节前长沙蔬菜价跌肉价微扬
猪肉价格上涨后劲不足，假期吃肉仍会较便宜

端午·市场

5月湖南CPI
同比上涨1.5%�

端午·天气

端午去世界之窗体验“摔碗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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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13日讯 今天，记
者从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
司获悉，G60沪昆高速邵阳境内
范家山至周旺铺段大修工程将
于6月20日正式启动。

潭邵高速公路大修项目部
经理张剑波介绍，潭邵高速大修
二期工程以范家山互通为节点，
分为两阶段实施，本次大修实施
第一阶段范家山至周旺铺互通

路段，全长44.8公里。项目计划工
期约为6个月，6月20日对北半幅
（东往西方向） 路面进行封闭施
工，待北半幅完成后，再封闭南
半幅（西往东方向）进行路面施
工，总体工程在12月31日前完工
并恢复双向正常通行。

大修还将新建韶山、 邵东两
对服务区。

■记者和婷婷

湘中以北前晴后雨，湘南由阵雨转晴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