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大哈”们
快来取回你的物品

为保证旅客在中秋假期安全
出行，湖南3000多名铁路公安牺
牲假期， 仍坚守岗位保平安。9月
18日，记者从长沙、衡阳、怀化铁
路公安处获悉，在中秋期间，共查
获管制刀具、 烟花爆竹等违禁物
品5652件， 帮旅客拾获物品367
起，挽回经济损失近10万元。

铁路公安提醒， 捡到的相关
物品将被放到各个车站的失物认
领处，“马大哈” 们可以与铁路相
关部门联系， 及早取回自己遗失
的贵重物品。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刘亚平 蔡艺芹 莫玉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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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橘子、猕猴桃、
无花果、 板栗等应季水果都迎
来了成熟期。 在刚过去的中秋
假期里， 长沙周边主打水果采
摘的农庄和水果基地迎来了采
摘游的“井喷”，前去自助采摘
水果的游客比平时多了至少五
成。

“中秋假期天气很好，来摘
葡萄的市民非常多， 根本忙不
过来。”9月18日，长沙市岳麓区
学士街道天露葡萄青青园的老
板郭女士介绍，“目前葡萄采摘
已到了尾声期， 只会持续到月
底， 假期过完后价格也降至每
斤15元了。”

长沙百果园的相关负责人
则告诉记者，中秋假期，百果园
每天接待来采摘水果的市民就
多达上千人， 比平时增加了至
少五成， 目前的主打水果是猕

猴桃和橘子。 记者还咨询了长
沙县、望城区的板栗、无花果等
多个水果种植基地， 他们均表
示，中秋期间游客爆棚，增加了
大约50%的游客。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在一
些水果种植基地里， 对水果进
行加工制作也成了常态， 一来
可以丰富品类让游客有更多的
选择， 二来也可以应对产量过
多销售难的情况。“除了可以采
摘新鲜的无花果外， 我们还把
无花果制成了果脯， 携带很方
便。”春华镇果园果珍无花果种
植基地负责人朱顺意说。 而在
葡萄种植基地， 购买基地自己
酿造的葡萄酒也成了很多游客
的选择。此外，值得一提的是，
一些水果种植基地还开辟了微
信售卖水果的渠道，网上接单，
然后快递发货。 ■记者 潘显璇

“中秋节没放假， 忙了三
天，每天送出50多份盒饭，整个
团队190份。”9月18日上午，长
沙“云筷外卖”配送员李敏告诉
记者， 平时他们在湘雅医院配
送点的团队每天要送出450到
500个盒饭，节假日也有200个
左右。“虽然累，没能回家过节，
为了工作奋斗、 服务好客户也
挺好的。”

中秋加班 盒饭捡贵的点

李敏介绍：“盒饭是公司自
己生产，定价在12、15、20元三
个档次，作为合作单位，像湘雅
医院的医护人员还享有2元的
优惠。”

记者了解到，平时周一至周
五， 他们团队9个人每天配送近
500个盒饭， 多集中在中午。“中
午一般要送300-400个，多的时
候，一天要跑十来趟。”李敏说。
15日-17日三天，仅在湘雅医院、
湘雅三医院、省肿瘤医院、万达
广场四个配送点，云筷外卖就送
出了1502份盒饭，单份均价分别
为14.3元、20.05元、16.3元。“中秋
节那天最高，不少客户点了营养
套餐。”李敏介绍。

据悉，“云筷外卖”在2015
年12月成立，2016年1月正式
运营。“从最初每个月的四五万
元营业额，到7月的53.4万元，8
月份的66.5万元、5万多份盒
饭。” 云筷外卖负责人介绍，目
前，长沙的配送点已超过70个。

“我们的平均工资在4000
元左右，工资和业务量有关系，
单做得多，收入越高。”李敏表
示， 依托我们公司自己的生产
点，每个盒饭送的都不远，因为

能掌控产品的质量， 我相信平
台、产品会越来越好。

每年5亿元营业额

“因客户需求，我们才成立
了云筷外卖，独立运营。”湖南
一品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
理王本华表示， 他们是湖南餐
饮系统里第一家打造中央厨房
的，制定标准、模式，规范制造
流程。

餐饮管理是个老行业，早
在2005年开始，统一管理项目
化经营开始在长沙出现。 该公
司董事长戴鹏介绍，“逐渐有公
司成立，零散经营管理数个、十
几个项目，20多个项目是行业
内的瓶颈。”2013年， 经过思
考、调研，戴鹏等人发现：不能
标准化是这个行业做不大、做
不强的根本原因。随后，他们开
始改革 。“我们在星沙投资
1000余万打造中央厨房。”王
本华告诉记者。“我们还建有实
验室， 除供货方提供检测证据
外，我们还有进厂检测、加工完
留样自测，能保证产品的安全；
切多大、洗多少次都是机械化、
标准流程，这样能保证管控、可
复制。”戴鹏说。

“客户体验是和安全一样
重要的， 我们多次牺牲利润来
提升客户体验。”王本华表示，目
前， 一品佳的营业额在一年5亿
元，在行业内领跑长沙、湖南。

“从创立到今天，没有出过
安全事故， 客户满意度一直在
85%以上。”戴鹏说，“我们将继
续推进产品安全、配送点、平台
的发展，做到外卖中的京东。”

■记者 张文杰

大街小巷张灯结彩， 湘江
两岸游人如织， 中秋期间的长
沙到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
氛。在中秋小长假，长沙市共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12.51亿元，接
待游客106.8万人次。

民俗活动满长沙

赏月、赏灯、DIY月饼……
各类精彩纷呈的民俗传统活
动，让长沙的游客过了把瘾。据
悉， 岳麓山三天累计接待游客
25万余人次； 天心阁中秋接待
游客7774人，比去年同期增长
33.2%； 浏阳大围山接待游客
3.96万人次，收入达638万元。

“万花灯火·2016橘洲艺
术花灯节”吸引大量游客，第一
天便接待游客8万余人；洋湖湿
地公园开展灯光美食节与拜月
祈福等中秋活动， 三天共接待
15.74万名游客；湖南省森林植
物园的“萤火”活动，让2.6万名
游客观赏到3000万盏灯点亮
夜空的奇幻景色……

长沙多家景区和休闲农庄
在中秋节期间开展了DIY月饼
活动，并推出多款中秋美食。在
望城区百果园，“我们的节
日—中秋”活动中，游客不仅
能品尝到DIY月饼等中秋美
食，还能在现场倾听救人小英
雄周美玲等近十位望城区中
国好人代表的感人事迹；在长
沙生态动物园，游客可参加为
节尾狐猴、松鼠猴制作DIY“爱
心月饼”活动，其三天累计共
接待游客1.42万人次， 同比增
长93%，收入110万元，同比增
长92%。

短途游、亲子游成特色

中秋小长假， 市民和游客
出行大多以短途为主， 而自驾
和高铁成为出行交通的首选。

从9月14日晚起，长沙各大
高速公路进入客流高峰， 长沙
周边主要收费站出现不同程度
的拥堵。来长沙游客中，自驾游
客比例较高， 据抽样调查结果
显示 ， 占游客出行方式的
63.7%。 今年中秋小长假期间，
长沙火车南站预计发送乘客
41.5万人，日均达10万人，高峰
日预计发送12万人。

记者了解到， 全家老小集
体出动到郊区农家乐游玩成为
今年中秋一大特色。 从各大旅
行社销售情况看， 预订中秋节
出游的游客，以全家出游为主，
占市场比重10%左右， 比例明
显高于平时。 长沙县新江生态
产业园三天收入为17.16万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16%。 浏阳市
桂圆国际度假村三天收入为
13.2万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
25%。

畅玩中秋，闹中有序

为确保正常的游园秩序，
橘子洲景区职工全员上岗，并
从合作高校组织大学生志愿者
40余名， 在全景区范围内开展
文明劝导、秩序维护、客流疏导
等工作。

此外， 长沙市旅游质监所
还成立了“中秋小长假旅游市
场检查组”进行市场检查。抽
查旅游团队8个和导游8名，
现场向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发放了《品质旅游出行手册》
等宣传资料， 提醒游客安全
旅游、文明旅游。三天里，长
沙无重大旅游服务质量投诉
案件发生， 也无重大侵犯游
客权益事件发生。

小长假期间， 各大旅游景
区无安全事故， 全市旅游市场
秩序良好， 旅游经济和旅游市
场总体保持高位平稳运行。

■记者 梁兴

6万多起交通违法
超速占大头

中秋节期间， 全省公安交警
出动警力31532人次、警车10379
辆次，启动交警执法站860个，设
置临时执勤点1209个，有效地管
控了道路交通秩序。

全省公安交警部门以取消休
假、减少休假或推迟休假的方式，
确保节日期间三分之二以上警力
在岗在位。 省公安厅交管局机关
每天派出3个执勤组、7名民警，支
援长常高速沿线高速交警大队，
开展秩序疏导和巡逻执勤， 协助
查纠交通违法；每天派出5个督查
组、警力45人次，对岳阳、张家界
等8个市州和高速交警部门执勤
值班情况、 重点违法查处情况进
行明察暗访。

据统计，9月14日至17日，全
省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6.39万起，
其中超速行驶1.39万起，客车超员
32起，货车超载131起，酒驾醉驾
144起，无证驾驶381起，确保了全
省未发生较长时间、 较长距离拥
堵，未发生较大以上交通事故。

■记者黄娟通讯员 雷文明

长沙旅游综合收入12.51亿元，自驾游最多，团圆游上升

这个中秋，你在哪玩

长沙周边采摘游“井喷”

中秋加班 来份贵点的盒饭
年营业额5亿元 打造中央厨房、保障食品安全

9月17日下午6时，长沙西收费站入口处，返程车辆排队进城。当天，长沙市迎来中秋小长假返程高峰，交警及工
作人员现场指挥通行。截至当晚6时，交通状况良好，未出现特别拥堵的情况。 记者 唐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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