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9月26日讯 长沙市
交警支队今天通报，桂花路及
周边道路将采取单向通行交
通管理措施，需要途经该路段
的驾驶员请提前规划好出行
路线。

从10月10日起至12月9日
止，桂花路曙光路至韶山路路
段实施东往西单向通行交通
管理措施，禁止机动车在该路
段西往东行驶。桂花路曙光路
至军培巷路段实施西往东单

向通行交通管理措施，禁止机
动车在该路段东往西行驶。赤
岗巷桂花路至曙光路路段实
施北往南单向通行交通管理
措施，禁止机动车在该路段南
往北行驶。阿弥岭巷桂花路至
城南路路段实施南往北单向
通行交通管理措施，禁止机动
车在该路段北往南行驶。曙光
路赤岗巷口禁止机动车北往
西右转行驶。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郎玲

本报9月26日讯 阴雨袭
扰三湘，已持续多日，今天也不
例外。全省阴天大部地区阵雨，
局地大到暴雨， 发布暴雨预警
信号20余县次。 加之近期冷空
气活动频繁，气温较低，市民身
上的短袖开始被长袖替代。

监测显示，25日8时至26日
8时，湘北部分地区出现了中到
大雨，其中慈利、石门等湘西北
局地暴雨，全省共350个乡镇雨
量超过50毫米，54个乡镇超过
100毫米，武陵源区文凤村降雨
量最大，达168毫米。

湖南省专业气象台首席预
报员邓晓春解释说，常年来看，
9月下旬湖南降水整体往减少
方向走，但今年气候异常，1-7
月湖南降水持续偏少， 湘北地

区干旱较严重，8-9月以来，降
水增多， 也是对前期降水偏少
的一个补充。

“近期冷空气频繁南下，与
台风带来的充沛水汽在湖南北
部对峙， 造成这次湘北一带强
降雨发生，既解除了湘北干旱，
同时也增加了湘北地区山塘水
库的蓄水，是场喜雨。”邓晓春
补充说道。

省气象台预计， 本周前雨
后晴，27日湘西小雨；9月28日
至10月2日天气转好，以多云到
晴天为主。

近日冷空气活动频繁。27
日湘中以北将出现寒露风天
气，28日后气温回升，回温一直
持续到10月2日。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谭萍

本报9月26日讯 去长
沙火车南站、 阳明山附近的
驾驶员注意了， 长沙湘府路
部分路段改成了单行线，将
持续两个月， 请注意路边提
示牌，及早绕道。

受湘府路快速化改造项
目工程影响，9月27日零时至
11月26日24时， 湘府路杨子
路口至花侯路口路段将实施
南侧道路全封闭、 北侧道路
由西往东单向通行的交通限
制措施， 禁止所有机动车辆
由东往西通行。

今天上午，记者来到即将
管制的路段，路面仍旧双向正
常通行。“今晚我们就会开始
围挡，沿路相关路口设置有提
醒驾驶员绕行的标志标牌，在
流量大的路口会增派警力进
行交通指挥和疏导。” 长沙市
交警支队雨花大队十一中队
副队长黄岳平说，本次交通管
制主要影响到前往阳明山、火
车南站和轨道集团方向车辆，
建议往阳明山方向车辆由湘
府路右转上花侯路，左转上香
樟路绕行至体院路后返回湘
府路，往火车南站、轨道集团
方向车辆沿花侯路、黎托路右
转上香樟路绕行至体院路返
回湘府路。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郎玲

天气

28日气温回升，持续到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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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6日讯 今天，记
者从长沙市道路运输管理处获
悉， 从2018年9月27日起至11
月26日止（以实际围挡时间为
准），湘府路杨子路口至花侯路
口路段实施由西往东单向通行
的交通限制措施， 禁止所有机
动车辆由东往西通行。 原行经
该路段的4条公交线路进行临
时调整，具体如下：

1、365路：从长沙火车南站
发车， 按原线行至香樟路花侯
路路口后、改为（直行）香樟路、
（左转）体院路、（右转）木莲路
接原线至南门口，返程不变。

2、938路：从长沙火车南站
发车， 按原线行至香樟路花侯
路路口后、改为（直行）香樟路、
（左转）体院路、（右转）湘府路
接原线至坪塘大道花溪路口，
返程不变。

3、212路：从长沙天地公交
首末站发车， 按原线行至花侯
路香樟路路口后、改为（右转）
香樟路、（左转）体院路、（右转）
湘府路接原线至暮云街道办事
处（幸福庄园），返程不变。

4、社区巴士2号线：从杜花
路地铁站发车， 经杜花路改为
（直行）杜花路、（左转）体院路、
（左转）湘府路接原线至长房半
岛蓝湾，返程不变。

此外， 有两处公交站点新
增调整：潇湘大道兰亭湾畔旁，
新增设一对公交站点， 名称为
“潇湘大道联丰路口”， 停靠线
路 ：26路、380路、318路、905
路； 开福区双拥路“德雅路口
北”站（东往西方向），定于2018
年9月29日东移50米恢复至标
准港湾式公交站台处。

■记者 陈柯妤

本报9月26日讯 广深港
高铁香港段9月23日正式通车，
香港与长沙的距离缩短至4小
时车程内，湘港合作迈入“高铁
时代”。 今日上午，2018年湖南
国际旅游节举行了“湖南-香港
高铁旅游”新产品发布会，发布
10条精品旅游线路及多款旅游
产品，并实行大幅优惠措施。

10条精品旅游线路分别
是：“锦绣潇湘”———心愿之旅，
炎帝陵祭祖、 南岳衡山祈福四
日游；美食之旅，品味岳阳、长
沙湘菜四日游；红色之旅，走进
韶山、 花明楼伟人故里四日之
旅；文化之旅，漫步衡山、岳阳
古城四日游；民族风情游，纵情
怀化洪江、芷江、侗寨、崀山五
日之旅；环洞庭游，徜徉常德桃
花源、岳阳古城的三日游；赤子
情、中国心之旅四日游；神农福
地，五彩醴陵三日游；湘南郴州

三日游；世界自然遗产张家界、
崀山丹霞地貌六日游。

“湖南山水人文旅游和香
港都市休闲旅游互补性很强，
旅游和交流将进一步促进两地
互联互通。”湖南省旅行社协会
会长左毅介绍， 我省特推出了
“锦绣潇湘”全域旅游年卡，“凡
持‘锦绣潇湘’全域旅游年卡的
香港市民或散客旅游， 可享受
我省高铁沿线景区原门票价格
的2-5折优惠。”

当天上午， 长沙市旅游局
和英国布里斯托旅游局， 湖南
长株潭地区和英国西南部地
区，以及湖南省光大、华天、新
康辉和海外旅行社分别与马来
西亚运通、 泰国四季、 日本
JTB，台湾康福旅行社，就双方
文化旅游合作交流事宜进行了
合作签约。
■记者 丁鹏志 实习生 刘孝敬

湘港高铁拉动10条精品旅游线路
持“锦绣潇湘”全域旅游年卡，可享受高铁沿线景区原门票价格的2-�5折优惠

长沙出行

这4条公交线路临时调整，出门看清楚
去火车南站注意了：
这个路段改单行线了

桂花路及周边道路交通管制

9月26日， 长沙市地
铁5号线毛竹塘站已于近
日封顶。 长沙地铁5号线
全线设站18座，全长22.5
公里。 目前18座车站中，
已有16座车站完成主体
结构施工， 正陆续进入出
入口以及风亭施工阶段。

记者 童迪 摄

地铁5号线
16站主体完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拟对郴州
市瑞成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 截止 2018 年 6
月 30日，该债权总额为 4444.65万元。债务人位于郴州地区，该
债权由李卫平、 湖南省郴州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提供担保，以
郴州市瑞成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名下华宁瑞成项目 31452.55 平
方米房产设置抵押。 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或其他
组织，并应具备充足的注册资本、良好的资信证明等条件，但国
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
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
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
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 该债权的有
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 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

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湖南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胡朝辉 联系电话：0731-84127151
电子邮件：huzhaohu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 288 号

金色地标大厦第 26-27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731-84138788
对排斥、 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iaojian-

jun@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

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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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处置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