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气

本报9月27日讯 近日，湖
南阴雨连绵，凉意袭人。27日开
始，天气开始好转。不过，一告
别阴雨，大雾即来扰。据气象部
门预计，28日早晨长沙等湘东局
地有雾，29日湖南大部分地区有
雾，公众需注意交通出行安全。

在冷空气作用下， 全省平
均最高气温跌落至22℃， 南北
温差较大， 其中位于湘北地区
的常德、桃源、古丈三地最高气
温仅16.8℃， 而位于湘南地区
的宜章最高气温达32.6℃，南
北温差近16℃。

冷空气带来连绵阴雨，对
湖南旱情起到缓解作用。 据省
气候中心数据统计显示，9月26
日全省共12县市存在气象干

旱。由于冷空气持续影响，相比
23日，湘北地区干旱基本解除，
湘西南地区干旱得到缓解。

天气开始转好。 省气象台
预计，28日至10月2日， 全省天
气较好，以多云到晴天为主；10
月3日至4日，吉首、张家界等湘
西北地区多阵性降雨， 其他地
区以多云为主；5日至6日，全省
以多云到晴天天气为主。

气温方面， 未来一周冷空
气活动频繁。28日开始气温回
升， 其中28日最高气温湘东南
22～24℃，其他地区25～27℃，
最低气温14～16℃。10月3日
开始， 湖南还将有一次冷空气
天气过程，气温下降。

■记者李成辉 通讯员张倩

阴雨告别，大雾来扰
国庆期间冷空气将再度降临

本报9月27日讯 湘西十八洞
村的猕猴桃、 怀化芷江的八月瓜、
福建的柚子……9月27日,�2018第
四届中国果业品牌大会、 第二届中
国（长沙）优质果品博览会、第二届
全国果业扶贫大会暨贫困地区果品
产销对接会在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
心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领导嘉宾、
专家学者，客商、种植大户齐聚共商
中国果业转型升级、果业扶贫大计。
大会将持续3天时间集中展览、展
示、展销全国各地的优质果品。

“我们特意从贵州赶过来，希望
将我们的山地原生猕猴桃推广到湖
南来。”博览会现场，贵州顶好果业
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

记者从大会组委会了解到，本
次博览会为期三天， 设在长沙红星
国际会展中心，规模25000平方米，
主要划分为八个展区， 分别为优质
精品展区、果业扶贫展区、湖南特色
果品展区、包装机械展区、生产资料
展区、果品综合展区、电商展区、国
际精品展区。 ■记者 杨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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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连线

本报9月27日讯 今天，记
者从广铁集团获悉， 国庆黄金
周期间（9月28日至10月7日），
广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1780万
人，同比增加150.5万人，增长
9.2%，其中预计日均发送178万
人，最高日10月1日发送220万
人。 为方便广大旅客节假日出
行， 广铁集团计划安排加开旅
客列车189趟。

据了解， 本次小长假客流
主要以旅游、 探亲客流为主，学
生、商务、务工流为辅；集中于广
州、北京、上海、厦门等大城市或
旅游城市间，主要在京广、杭深、
广深港高铁等热门线路，呈双向
交织集中出行，高铁及城际客流
流向尤为明显；客流呈“N”型走
势，波动幅度大，峰值高。

为满足“国庆”期间旅客出
行需求， 广铁集团采用动车重
联、开行周末线、高峰线及加开
列车等方式。 计划加开高铁列
车104趟，普速列车85趟，主要
集中在京广、沪昆、广深港、杭

深高铁等热门线路。高铁方面，
京广、沪昆、广深港方向加开旅
客列车49趟， 杭深方向加开旅
客列车17趟； 高铁动卧持续受
热捧，今年国庆期间加开20趟；
贵广、 南广方向加开列车2趟，
深湛线江湛段加开旅客列车10
趟； 针对短途客流出行需求旺
盛， 石长城际共加开列车6趟。
针对国庆假期旅游流持续高
峰，对前往张家界、九江、岳阳
等管内旅游热门地加开普速列
车85趟。

铁路部门提醒， 具体加开
列车车次请以车站公告为准。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徐婧 彭翔

本报9月27日讯 今天，记
者从南航湖南分公司获悉，国
庆长假马上就要到了， 假期出
行旅客较多， 高峰时段集中在
节前三天和节末两天， 机票均
较为紧张。 国庆假期期间大部
分从长沙出发的航线机票折扣
涨幅较大，而节中乘机出行旅客
相对较少，机票价格也低很多。

目前购买南航9月30日-10
月2日从长沙飞哈尔滨、 沈阳、
大连、西安、兰州、银川、西宁等
地的机票价格约为6-8折；南
京、珠海、海口、呼和浩特、三亚
等旅游热门航线机票价格为全
价且余票不多； 成都航线非常
紧张，暂无票可售；其他航线的
机票折扣也多在5-6折之间。

10月6日-7日为节后出行高
峰，长沙飞北京、上海、广州、成
都等商务航线基本已全价销
售，机票剩余不多；节末旅游航
线需求减弱， 机票价格较节前
大幅跳水， 如长沙飞海口、三
亚、昆明、乌鲁木齐、伊宁等航
线还可买到3-4折机票。

10月3日-5日为国庆期间
机票折扣最低的时间段， 建议
市民朋友错峰出行， 大部分航
线机票折扣在3-4折左右。

国际机票方面，长沙飞东亚
方向需求旺盛，价格较高，如长
沙飞东京往返已达9600元，长
沙飞大阪、首尔等地机票也上涨
至5000元以上。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胡斌超 莫春桥

“十一”黄金周广铁加开189趟列车
主要集中在京广、沪昆、广深港、杭深高铁等热门线路 预计送客1780万人次

国庆节中期买机票折扣更低

全国水果赶来长沙“开会”

本报9月27日讯 长沙
市轨道交通集团今天发布公
告表示， 为加强轨道交通站
点的指位功能， 体现长沙地
方文化内涵， 经长沙市民政
局、外侨办审核，长沙市政府
批准同意， 长沙地铁5号线
“尹家湾站”已更名为“火炬
村站”（Huojucun）。

长沙地铁5号线一期工
程沿万家丽路布置，南起雨花
区时代阳光大道站，北至长沙

县蟠 龙路 站 ， 线 路 全 长
22.5km， 在2015年底开工建
设。据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官
网介绍， 地铁5号线一期计划
2020年建成开通。5号线一期
工程全线共设有车站18座，
均为地下车站， 换乘站7座。
长沙地铁5号线的站名中，洋
溢着浓浓的老长沙味，有不少
都是长沙老口子熟知的地名，
如“水渡河”“白茅铺”“大塘”
“毛竹塘”等。 ■记者 陈月红

长沙地铁5号线
“尹家湾站”更名“火炬村站”

9月27日，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嘉宾们正在品尝各地水果。 记者 杨田风 摄

免费晒后修复
征集200名环卫工及学生

本报9月27日讯 今天，由爱心
企业长沙法莱丽医美等机构联合多
家媒体共同发起的“晒后修复公益
月”活动正式启动，将为200名因公
因学晒伤的环卫工人和大学学子免
费进行晒后修复。

长沙夏日每年都会有不少人被
晒伤，而今年夏天格外炎热，一线工
作的环卫工人及刚军训完的高校学
生中被晒伤的案例时有发生。 针对
此种现状，作为爱心企业法莱丽专门
为容易晒伤的环卫工人和大学生开
展“晒后修复公益月”。

即日起至10月31日，在全国范
围内征集100名环卫工人及100名
刚参加完军训的高校学子， 凭工作
证明/学生证，即可到法莱丽医美享
受免费晒伤修复。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薛国清

扫二维码查看具体车次。

买彩票若是中了大奖，
一定会让人欣喜若狂。 但万
一出了什么意外导致无法兑
奖，那可就让人抓狂了。最容
易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之一
就是彩票破损， 是否彩票破
损就无法兑奖呢？ 根据彩票
的破损程度， 小编为您总结
出以下几种情况。
轻微折痕

彩票买来后， 为了图方
便， 将彩票直接或对折后放
入钱包、 口袋是再正常不过
的事情。可是这样保存久了，
彩票难免会出现折痕， 而且
折痕处的字迹会模糊甚至掉
损一部分。 不过只要折痕处
的信息仍可识别清楚， 序列
号及防伪码完整， 那就没问
题。因此，出现这种情况时，
彩民大可不必担心。
彩票缺损

彩票缺损分为两种情
况。一种是票面受损，也就是
彩票的完整性尚可， 但是票
面上出现了字迹或图案损
坏。出现这种情况，能否兑奖
取决于票面损坏的程度，但
必须保证字迹视觉可辨，且

彩票机器可扫描识别。
另一种情况是票身受

损，即彩票已不再完整。如果
保证能把破损的残票拼在一
起， 再经过中心专业技术的
扫描审核通过， 该彩票就有
效； 如果彩票的关键信息部
分缺少，那就凶多吉少了；如
果仅仅是彩票缺了一个角的
程度， 且缺少部分无关键信
息，对兑奖是没有影响的。
面目全非

这是最悲催的一种情
况，彩票已经面目全非，到了
无法识别的程度， 那么就只
能自认倒霉了。 建议广大彩
民注意阅读彩票背面购买彩
票须知一栏的信息，“彩票注
意防水、防高温，污损、破裂、
不能识别均视为无效彩票”
等注意事项， 避免出现因此
类情况而无法兑奖。 ■彩云

经济信息

彩票破损是否就无法兑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