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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免”大单助力“四小时航空经济圈”
省机场管理集团鼓励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入，并推出八大航旅配套服务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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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8月 16日

第 2019221期 开奖号码: 4 8 4
湖南省中奖情况

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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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选三
组选六

360
523
0

1040
346
173

374400
180958

0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9年 8月 16日 第 2019095期 开奖号码
10 24 26
奖池累计金额 ： 1492203 元
中奖
条件

单注奖金
(元)

中奖注数
(全国)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08 11 07 19

中奖注数
（湖南）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
○○○○○○●

○○○○○○

11
236
776
8295
16031

0
1
2
20
254
452

0
19379
1806
200
50
10

0

17

七等奖 93372 3000 5

○○○○○●
○○○○○
○○○○●

○○○○

本报 8月 16日讯 今日
00:00起，四川航空 (3U)、长龙
航空 (GJ)、东海航空 (�DZ)三家
航空公司的国内航班业务将转
至1号航站楼运行。届时，1号航
站楼（T1）办理乘机手续的航司
有：中国国际航空、深圳航空、
山东航空、 成都航空、 昆明航
空、奥凯航空、幸福航空、西藏
航空、四川航空、长龙航空、东
海航空11家航空公司的国内航
班业务。长沙机场的地区/国际
航班业务仍全部在2号航站楼
(T2)办理。

为确保旅客“不耽误”“不绕
路”， 长沙机场有关部门将采取

多种措施防止旅客走错航站
楼。长沙机场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三家航司转至1号航站楼运
营1个月期间,2号航站楼内设
置1处走错楼旅客紧急集结点，
即出发层B31号值机柜台；自助
值机柜台屏显、 航站楼内航显
屏、 值机柜台上方显示屏上的
温馨提示也于16日凌晨更新完
毕， 提醒走错楼旅客前往正确
航站楼；同时，在1号、2号航站
楼出发层入口及磁浮连廊区
域， 增设10余名志愿者为旅客
提供流动问询及指引服务。

■记者 和婷婷 实习生 文潇
通讯员 寇冠乔 陈才

“小李， 安全帽带子系牢，
在上面要注意安全！”8月16日
上午10点半， 太阳火辣辣地炙
烤着大地， 长沙新港码头宽阔
的露天堆场热浪滚滚。 满头大
汗的袁建坤仰着头， 朝正在吊
机上作业的工人叮嘱着安全事
项。 此刻， 他的微信运动上显
示，他已经走了近1万步。在码
头这个大舞台上， 他的指挥调
度发挥着关键作用。

一天曾经打过200个电话

袁建坤今年53岁， 在码头
上已经工作了33年， 目前担任
生产调度室的调度员。 近两年
才转到这个岗位的他， 深知这
个岗位考验的功力。“我们既是
生产调度员，又是现场安全员，
做事要胆大又要心细。”

码头上机器轰鸣， 袁建坤
管辖的450米长的岸线上，11
台吊机伸着长臂，吊起矿石、钢
材、饲料等货物。他每天的工作
就是穿梭在这些吊机下面指挥
调度。“基本上每隔20分钟就要
出去现场巡查一次， 从最远的
吊机到最近的吊机要走半个小

时，每天就这样来来回回，一天
2万步轻轻松松。”

上午10点半， 袁建坤已走
了3个来回，身上的衣服也是湿
了又干。但比起体力运动，他更
多时间还是花在协调上。“一批
货快处理完， 我就要根据计划
协调下一批货物的装卸， 打电
话给货船、车队、装卸工，还要
安排吊车司机。 最多的时候一
天打过200个电话。”

每天要备2套衣服，喝4升水

码头上没有任何遮挡物，
空旷的水泥地面经常是滚烫
的。“下午温度更高些， 巡逻完
两三次，我就得去换一身衣服，
喝上半杯水。”他的搪瓷杯子大
约能装2升水，一天下来他至少
需要喝4升水，同时再喝些单位
发放的绿豆稀等解暑。

尽管这样，他仍觉得自己的
工作有成就感。“有一次一个客
户的货因耽误了七八天才过湘
江长沙综合枢纽闸口，我们临时
调度，赶在降价的最后几个小时
帮他送达，得到了他的表扬。这就
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肯定了。”因
为长时间的风吹日晒，袁建坤的
皮肤早已被晒得黝黑。 他笑言，
脖子后面黑白分明的弧线就是
他的奖章。 ■记者 石芳宇

实习生 谢文慧 雷其荣

圈内客运航线全免起降费

据悉，为加快实现长沙“四
小时航空经济圈” 三年航线计
划， 积极打造长沙区域性国际
航空枢纽， 省机场管理集团出
台《促进长沙机场客货运航线
高质量发展优惠措施》，对航空
公司新增和加密四小时航空经
济圈国际（地区）定期客运航线
给予起降费全免、 旅客服务费
减半优惠， 对新增宽体机客运
航班给予起降费全免等优惠措
施，充分发挥政策引导作用，鼓
励航空公司加大“四小时航空
经济圈”运力投入。

旅游大巴可限时免费停车

长沙“四小时航空经济圈”
覆盖了亚洲主要旅游目的地，
为加快“航空+旅游”产业发展，
省机场管理集团推出了八项航
旅配套服务新举措： 一是开通
长沙机场至韶山等周边知名景
点的直通大巴； 二是为前往机
场接机的旅游大巴提供两小时
免费停车服务； 三是为旅行社
团队旅客使用V4贵宾厅提供5

折优惠； 四是为团队旅客在航
站楼内就餐给予七折优惠，购
物提供最优折扣； 五是在长沙
机场为省内前十名的品牌旅行
社提供免费宣传， 在到达厅提
供地接柜台； 六是在长沙机场
到达厅提供高品质的租车服
务； 七是每月推出一条“经长
飞” 中转产品并开辟团队旅客
专用安检通道； 八是与长沙临
空经济示范区内商业综合体百
联奥莱共同推出旅客凭当日登
机牌领取长沙机场往返百联奥
莱的接驳费用以及50元电子购
物抵用券， 凭旅客信息享百联
奥莱用餐会员折扣， 着力构建
机场、航空公司、旅行社、景区
一体化发展机制。

据悉， 今年1月-7月，长
沙四小时航空经济圈内国际
旅客、货邮吞吐量同比分别增
长9.8%、114%， 大飞机起降
同比增长58%。特别是今年暑
期以来，长沙始发的国际航线
密集开通：日本大阪、越南云
屯、日本名古屋……长沙四小
时航空经济圈国际(地区)航线
已覆盖14个国家和地区的31
个城市。

8月15日，省机场管理集团邀请省文旅厅、各驻湘航
空公司、省旅游协会、省旅行社协会以及省内大型组团旅
行社召开湖南机场2019年中期航空市场协同发展联席
会议。会上，省机场管理集团报告了2019年1月－7月湖
南航空市场情况， 发布了一系列优惠措施和配套服务新
举措， 旨在通过航空+旅游的深度融合， 全力助推长沙

“四小时航空经济圈”的构建。
■记者 和婷婷 实习生 文潇

通讯员 邓竹君 邱晓敏

三家航司转场长沙机场1号航站楼

每天走2万步，码头是他的舞台
他笑言，脖子后面黑白分明的弧线就是他的奖章

袁建坤(右二)在码头上指挥调度。 记者 石芳宇 摄

本报8月16日讯 记者今天从
湖南烈士公园管理处了解到，公园
将对烈士纪念塔内外12处碑牌匾
和塔外纪念碑上的铭文整体重新
进行箔金维护， 烈士纪念塔陈列馆
将在8月20日至9月25日期间闭馆。

此次塔内塔外铭文进行箔金维
护的有毛泽东题写的“湖南烈士公
园纪念碑”、纪念堂碑铭“近百年来
特别近三十年来为中国人民解放
事业而光荣牺牲的湖南人民英雄
烈士们永垂不朽”等12处。届时，纪
念塔四周将进行相应施工围挡，以
方便对烈士纪念塔进行维修保养
施工。 ■记者 石芳宇 通讯员 李炼

湖南烈士公园纪念塔
将闭馆1个月维护

本报8月16日讯 省生态环境
厅今日发布全省2019年7月环境质
量状况。 记者获悉，2019年7月，14
个城市空气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97.5%；全省地表水水质总体为优，
340个监测评价断面中Ⅰ～Ⅲ类水
质断面比例为96.8%。

7月， 全省14个市州城市平均
优良天数比例为97.5%， 同比下降
2.5个百分点；轻度污染天数比例为
2.5%， 无中度及以上污染天数。
PM2.5月均浓度为20微克/立方米，
同比上升5.3%；PM10月均浓度为
35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2.8%。

7月，14个市州城市空气质量
相对较差的后3位城市（从第14名
到第12名）依次是：岳阳、常德、长
沙；前3位城市（从第1名到第3名）
依次是：湘西州、永州、张家界。

7月，长株潭区域 3个城市平均
优良天数比例为96.8%， 同比下降
3.2个百分点。

■记者 和婷婷 实习生 文潇

7月我省14城
优良天数为9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