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有组织劳务输出
贫困劳动力63.7万人

本报9月6日讯“我想
找一个工资6000元以上的
工作。”今天，在湖南省劳
务协作市场，40多岁的农
民彭发阳在各个招聘展位
前寻觅着自己心仪的工
作。他来自宜章县长春乡，
经乡政府介绍， 前来参加
此次湖南省贫困劳动力专
场招聘会。

这样的专场招聘会在
湖南省贫困劳动力劳务协
作市场每周都会举办一
次。今年以来，共举行了招
聘会33场， 提供岗位数近
2.1万个， 达成就业意向
1046人， 较好发挥了省内
贫困劳动力向长株潭、省

外地区转移就业的前沿阵地
作用。

招聘会结束后记者了解
到，此次共有蓝思科技、比亚
迪等60余家企业入场招聘，
提供岗位5093个， 来自51个
省内贫困县的500多名贫困
劳动力入场求职， 现场初步
达成就业意向近170人。

目前， 全省已建立省际、
省内间劳务协作对接机制923
个，有组织劳务输出贫困劳动
力63.7万人，稳定就业6个月以
上的占92%， 人均月工资超
2800元。

■记者 王智芳
实习生 洪美华

通讯员 谢忠东 刘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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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6日讯 挽起
衣袖、拿起扫帚、出动洒水
车……今天14时左右，在
长沙国金中心前坪东牌楼
路口，一批城管执法人员、
环卫工人、 社区志愿者集
结，对路段沿线进行“搬家
式”大扫除。

据了解， 为整治城市
环境、 迎接新中国成立70
周年，长沙市将用1个月时
间， 开展“市容环境大扫
除， 干干净净迎国庆”活
动， 活动包括道路街巷大
洗扫、城市家具大清洗、生
活垃圾大清理和渣土扬尘
大治理等专项行动。

道路街巷大洗扫主要
对城市出入口、 主次干道
及商业大街、主要广场、旅
游景区和重点区域地下通
道等进行清扫保洁； 城市

家具大清洗主要面向报刊
亭、公交站亭、广告牌、城市
雕塑以及垃圾收集容器、公
共厕所等环卫设施设备；生
活垃圾大清理则对城区裸露
垃圾进行清除； 渣土扬尘大
治理实行定期大排查、 夜间
联合监管和设点守卡巡查制
度，将对沿途抛洒、违规消纳
等渣土违规行为予以查处。

长沙市城管局局长邓鹏
宇介绍， 以环卫部门形成惯
例的“周五大扫除、双休大清
洗”为契机，迎国庆大扫除活
动坚持“全覆盖、见底色、常
态化”要求，不仅关注主次干
道等城市“面子”，更把背街
小巷、 房前屋后等城市“里
子”作为重点，从源头治理与
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脏乱差
顽症。

■记者 郑旋

9月6日早间7时45分，记
者在岳麓大道银北高架桥路
段看到， 主道双向8车道，在
桥梁靠外侧施划有一条长
200余米白色斜纹线，恰好够
一辆小车同行。

随着早高峰的到来，岳麓
大道由西往东方向车辆排起
长龙，从银盆岭大桥西桥头排
到了立交桥上。不时有驾驶人
压着导流线通行，直接把此处
当成了“第五车道”。

8时10分，记者驾车沿岳
麓大道由西往东最外侧车道
行驶，路面出现拥堵时，部分
后方车辆便径直驶入导流线
区域，一脚油门，便将记者驾
驶的车辆甩在身后。 在靠近

桥头导流线末端， 违规车辆又
强行加塞汇入正常行驶的车
道，造成拥堵。这种行为也让不
少原本按交通规则在第四车道
正常等候的驾驶人无法保持平
常心，为了防止被加塞，与前车
的安全距离被缩减到最小，极
易引发刮擦、追尾事故。

记者在营盘路隧道潇湘北
路入口处看到， 同样因为道路
拥堵问题， 该路段也存在“借
道”导流线的现象。面对采访，
不少司机表示对路面导流线没
有概念， 对于碾压导流线通行
是否面临处罚也并不了解。

“一旦走捷径不挨罚， 就会
有更多人效仿，希望交警部门能
加强管理。”驾驶人刘先生说。

本报9月6日讯 为落实国家生态环境
部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加快推进非道路移
动机械摸底调查和编码登记工作的通知》
文件精神，今天，长沙市非道路移动机械
污染防治工作调度会召开。

据悉， 长沙市政府于9月1日公布了
《关于划定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
械区域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通
告》指出，非道路移动机械为装用柴油机
的工程机械和材料装卸机械，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机械类型：装载机、推土机、挖掘
机、打桩机、铲车、压路机、沥青摊铺机、叉
车、旋挖机、混凝土输送泵等。

《通告》明确，本次设定长沙高新区、
芙蓉区、天心区、岳麓区、开福区、雨花区
全部行政区域，望城区城市建成区，长沙
县星沙街道、湘龙街道、泉塘街道、朗木梨街
道、长龙街道等范围内24小时禁止高排放
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

记者获悉，对在禁止区域使用高排放
非道路移动机械的（达不到国Ⅲ排放标
准、尾气排放有可见烟等情况），由县级以
上生态环境部门依法予以处罚，对防治工
作不力等违规行为进行征信评价管理。

■记者 和婷婷

本报9月6日讯 今天，记者从省交通运
输厅获悉，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
厅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近日发布《关
于进一步加强车辆运输车超长违法运输行
为治理的通知》，今后，1年内违法超限运输
超过3次的车辆运输车，将被吊销其车辆营
运证。 交通运输部还将通过全国信用信息
共享平台提供失信当事人信息， 由相关部
门依法依规对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

《通知》要求，强化路面执法检查，重点
加强对半挂车辆运输车在用于装卸的渡
板上超长装载乘用车（行业俗称“6+2”
“7+2”）违法运输行为的查处，禁止“6+2”
“7+2”等违法装载的车辆运输车驶入高速
公路。 ■记者 和婷婷

长沙银北高架桥上的导流线，你轧过吗
早晚高峰，不少车辆“借道”塞车 交警：将加强管控，今日开展整治行动

9月6日早间8时
10分，部分车辆越过
长沙岳麓大道银北高
架桥上的导流线，“借
道”通行。

记者 杨洁规 摄

“轧导流线借道通行就算了， 还强行加塞，很
容易造成拥堵和刮擦事故，该管管了。”近日，有多
名驾驶人向本报反映， 称早晚高峰驾车经过长沙
岳麓大道银北高架桥由西往东路段特别闹心，不
少车辆为尽快驶离拥堵路段， 直接在施划了导流
线的道路上通行，强行加塞进入正常通行的车道。
呼吁相关部门加强管控整治。

9月6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进行了现场走访调
查（扫报眉二维码看视频报道）。

■记者 杨洁规 实习生 于鉴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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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 早高峰，不少车辆“借道”导流线

记者将掌握到的情况反
映至长沙市交警支队。

长沙市交警支队宣教科
民警表示， 因银盆岭大桥桥
面单向只有两车道， 而路口
有４车道， 为降低车道骤减
而发生的交通事故， 交警部
门因此设置了导流岛， 提前
减少车行道数量。

导流线属于禁止标线的

一种，通常出现在具有复杂行驶
条件的路口、匝道、掉头车道等
位置，车辆必须按照导向车道行
驶， 不得压线或者越线行驶，车
辆一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将面
临记3分、罚款100元的处罚。

交警部门表示， 将加强对
此路段的管控力度， 对压越导
流线的车辆教育和处罚。“7日
上午，将开展整治行动。”

处罚 压线越线行驶，罚100元记3分

提醒

这些交通标线不能轧
开车上路，相比于图文并茂的标志牌，交通标线的

含义往往很多驾驶人不甚了解。交警部门提醒，上路行
驶，除了导流线外，这些标线不能轧。

白色实线是为了分隔同向车道的车辆，一般在十字
路口红绿灯处有。 一些车辆在临近红绿灯处变道轧线，
被电子警察抓拍。

单黄色实线是为了禁止双方向车辆越线或压线行
驶。单黄色实线一般施划于单方向只有一条车道或一条
机动车道和一条非机动车道道路、有其他危险需要禁止
超车的路段。

黄色虚实线的含义是实线一侧车辆不可轧线、越
线，虚线一侧可以短时间越线或者转弯。

当路边划着黄色实线时，说明该路禁止停车。
禁停网格线为黄色网格状，无论该线划在哪，都不

允许停车。
交警部门提示，上述交通标线对于安全驾驶起到非

常好的引导作用，希望驾驶人不要随意轧占。

交通连线

这些区域禁用
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

1年内违法超限运输
超3次，将吊销营运证

迎国庆，长沙全城大扫除
活动包括道路街巷大洗扫、
城市家具大清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