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庆节期间，长沙坡子街火宫殿与张家
界永定区罗水民俗艺术团联合举办“2011
国庆火宫殿庙会”，“湖南美食三大盟主”王
墨泉、许菊云、聂厚忠在火宫殿演示出的“大
烩墨鱼片”、“三鲜锅巴”、“红煨牛蹄筋”、“麻
仁香酥鸭”等三十道传统名菜，再现湘菜名
肴本色。

庙会将持续到10月7日，对湖湘庙会文
化和美食感兴趣的游客，千万不要错过。

■记者 黄京 范远志 摄影报道

快，去火宫殿
逛湘西庙会

出行提醒

10月1日7时许， 长沙铁路公安处岳阳车
站派出所民警在岳阳火车站附近将正在向2
名旅客倒卖火车票的违法行为人易某查获。
易某解释，自己本来打算去广州，买了2张10
月8日岳阳至广州的K435次硬卧车票， 因故
取消行程后，这才发布消息想原价转让车票，
但每张收了45元“手续费”，不料抓了个正着，
被行政拘留。 长沙铁路公安处负责人表示：
“购买的车票，如果在转让时加收手续费超过
5元，则属于高价倒卖火车票，一旦查实将受
到处理。”民警提醒，退票费已从20%下降到
5%，旅客最好到火车站退票窗口退票。

■记者 黄娟 实习生 乔姮 通讯员 朱红梅

取消行程转让车票别私下交易

本报10月5日讯“您好，110报警台，
请问您有什么事？”这样的电话，蒋慧一
天至少要接600次。4日上午， 长沙市公
安局110指挥中心接警员蒋慧和同事们
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接听群众的报警求
助。在市民以各种方式欢度假期的时候，
公安民警坚守岗位一线， 为大伙平安过
节保驾护航。

10月1日以来，长沙警方多措并举，全
市“两抢三盗” 等多发性侵财案件明显减
少；各分县市局、特巡警、交警等警种将屯
警街面， 加强了责任区巡逻防控和接处警
工作，确保节日期间街面见警率、管控率不

减，对各类违法犯罪快速反应、有效处置。
公交治安分局严密对人员聚集广场、

长途汽车站、公交车站的治安控制，加大便
衣反扒工作力度， 保持对各类违法犯罪的
高压态势。

长沙橘子洲音乐焰火晚会将在本周（5
日和8日）上演两场精彩表演，民警提醒广
大市民，参与活动时注意防止拥挤踩踏，请
注意现场引导指示标识， 见到危险警示标
识不要靠近；遇有局部人员拥挤时，不要好
奇凑热闹，减少停留时间。同时，远离水面，
以免发生落水危险。

■记者 黄娟 实习生 乔姮 通讯员 周璐

橘子洲焰火晚会连开两场，小心踩踏

本 报 10 月 5 日 讯 今 日 16 时 ，
“CCTV2011中国法治人物湖南十佳”评
选活动关闭所有的投票渠道。中国法治人
物评选活动是由全国普法办、中央电视台
主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今日说法》栏
目承办。 湖南作为该项评选活动的分赛
区，由三湘华声全媒体独家承办《CCTV中
国法治人物湖南十佳》评选活动。2010年，
三湘华声全媒体作为央视在湖南地区的
唯一合作媒体，牵手中央电视台共同评出
了“十年法治人物”和四位十年法治人物
特别贡献奖。

2011年， 三湘华声全媒体再次启动
《CCTV中国法治人物湖南十佳》 评选活
动。由各单位以及群众推荐的湖南法治人
物，其优秀事迹通过三湘华声全媒体平台
进行展播。9月，华声在线首页开设了投票
专题，从9月9日到10月5日，网友投票共计
240余万人次，用“穿越”思维的消防干警
廖奇、平民英雄王章财、“刑事和解”司法
探索者谭剑辉获得网络投票前三甲，网络
点击突破600万， 数百万湖南人通过三湘
华声全媒体关注此次评选活动。

随后我们将综合投票结果（50%）和专
家评委团的评审结果 （50%） 评选出
《CCTV中国法治人物湖南十佳》最终获奖
名单。 名单同步报送中央电视台， 参与
2011中国年度法治人物评选。

■记者 尹挺 周红泉 龚化

本报10月5日讯 近日， 省领导梅克
保、黄建国、杨泰波、郭开朗、陈肇雄、徐明
华等分别在“迎接党代会，迈向新征程”问
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活动《专报》第
1、2、4、8、10、11、15期上对建议作出批
示， 要求有关部门在实际工作中认真吸
纳，抓好落实。

梅克保于9月26日、9月27日分别作出
三条重要批示。

9月26日，在《专报》第2期上批示：江
跃龙同志关于发展农产品现代物流的十
条建议全面系统，针对性强。湖南是农业
大省，农产品十分丰富，但农产品物流滞
后，农产品加工水平较低，在现有条件下
加快发展现代物流，提高农产品物流组织
化程度势在必行。请省农办、商务厅认真
研究落实。

9月27日，在《专报》第1期上批示：黄
芳同志对进一步提升湖南对外开放水平
的“六点建议”，针对性很强，抓牢了提升
对外开放的关键问题， 有一定的可操作
性，请党代会报告起草组认真采纳有关内
容，请省商务厅认真抓好“建议”的落实。

9月27日，在《专报》第4期上批示：李
伟锋、单志武、彭喜忠三位同志关于推进
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有关建议很好，
“两化融合”是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
构的战略举措，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
途径。请省经信委在实际工作中认真吸纳
有关建议。

9月22日，黄建国在《专报》第7期上作
出批示：恒祥同志所提三点建议，是有现

实针对性的。省委、省政府举措不少，建议
在党代会报告中有所体现，重点是把用制
度管权管事管人落到实处。

孝忠同志所言极是，应加强有关方面
的统筹。班子建设、干部任用需正确处理
稳定与交流、引进与输出、资历与德才的
关系，防止片面性、走极端。

志韶、富生、正鑫、小平、良定几位村
支书、镇党委书记的建议，涉及基层党组
织建设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非常实在，应
予重视，加以吸纳。加强乡村班子建设、坚
持重视基层的用人导向、改进党员培训教
育、抓好党风廉政工作等，这些年是有成
效的，但仍不尽如人意，有关顽症尚未攻
破，应进一步抓好落实、抓出成效。

9月27日，杨泰波在《专报》第11期和
第15期上批示：任凯旋同志反映的农民不
愿种粮、不愿养猪是农村两个突出的新问
题，所提建议很有针对性。各地应当以创
新思维和措施来破解这一发展中的难题。
此件可转农业厅研处；王克修教授提出的

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提出的思路给人以启
发，对实际工作很有指导意义。可转长株
潭办阅研。

9月26日，郭开朗在《专报》第10期上
批示：解决教育公平问题重在推进教育均
衡，提高教育质量。请省教育厅关注“三
问”活动中基层支书、村官们反映的这些
具体问题， 并研究解决的具体措施和办
法，争取“十二五”基本解决这些突出问
题。

9月27日，陈肇雄在《专报》第8期上批
示：“两型社会”建设是一项探索性很强的
工作，需要集中各方面的智慧。采用“问计
于民”的方式，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共谋“两型”发展大计，意义重大。彦博同
志的建议抓住了“两型”建设关键，请两型
办认真采纳。

9月29日，徐明华在《专报》第2期上批
示：跃龙委员的建议很好，请省农办会有
关部门认真研究。

■记者 胡抒雯

省领导批示“三问”建议：抓好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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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5日讯 记者今天从广铁集
团获悉，从车票预售的情况来看，返程客
流最高峰在7日，预计发送旅客86万人，同
比增加14.3万人，增长20％。铁路部门提
醒，请旅客及早购票错峰出行。

截至记者发稿，武广高铁6—7日长沙
南至广州南间各列车的车票基本售完，普
速列车K9267次、K9269次、K9261次长沙
至广州、深圳还有余票；长沙往北京、上海
等方向列车车票同样紧张，7日仅有少量
余票。

据悉， 为做好城际间客流高峰的运
输， 广深铁路6日开行动车组89对、7日
102对；广珠铁路6－7日开行动车组48.5
对。

又讯 从10月5日起， 国航、 上航、东
航及深航多家航空公司宣布将800公里
(含)以下航段燃油附加费由原来的80元降
至70元，同时，800公里以上航段该税费仍
然为140元。但10月5日以前出票的国内航
线客票，如变更至10月5日(含)以后，不再
按照新标准退还差价。

据民航局下发的通知，10月1日零时
起， 国内航空煤油出厂价从9月份的7610
元/吨下调至7501元/吨，航空公司对中航
油的综合采购成本亦从9月份的7670元/
吨下调至7503元/吨。

此外，按照惯例，婴儿旅客免收燃油
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
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燃油附
加费，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每航
段收取人民币40元。

■记者 朱玉文 通讯员 廖志成

长沙至广州普速列车尚有余票
长假过半，7日迎来铁路返程高峰 民航方面，多家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

湖南十佳票选截止

主办：全国普法办 中央电视台
承办：三湘华声全媒体

CCTV中国法治人物湖南十佳评选
候选人事迹展

国庆安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