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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与工作人员一同撑起一面
150平方米的国旗。 通讯员 供图

本 报 9 月 29 日 讯
“老人家，您好，老房子
木质结构比较多， 平时
要注意用火安全， 防止
火灾。”今日，郴州市汝
城县消防监督人员走进
“半条被子”故事发生地
沙洲村，为游客、景区商
家和当地百姓宣传消防
安全常识。

“半条被子”红色景
区汝城县沙洲村近期游
人如织， 每天游客平均
达到1000多人， 相比以
前增加了两倍，30多家
商铺生意火爆。 当地消
防监督人员一边开展消
防安全知识宣传， 一边
帮助景区查找火灾隐
患， 全力护航“红色景
区”旅游安全。

随着中秋、国庆“双
节”临近，旅游景区景点
的“人气”迅速升温，我
省各地消防监督人员和
志愿者纷纷走进景区景
点，排查火灾隐患，宣传

消防知识。
在南岳衡山， 消防

监督执法人员对景区内
的文物古建筑、 宗教寺
庙等重点部位进行集中
排查。同时，组织救援小
分队对景区进行动态巡
逻，开展消防提醒。

在张家界， 除了开
展火灾隐患排查和消防
安全宣传外， 还开展了
旅游景区灭火救援实战
演练。

“从严从实从细做
好旅游景区景点火灾防
控工作， 为人民群众欢
度佳节创造一个良好的
消防安全环境。”省消防
救援总队新闻宣传处负
责人告诉记者， 在湘西
凤凰古城、 伟人故里韶
山、 怀化洪江古商城等
重要旅游区域， 实行点
面布防、流动巡防、驻点
值守，加强特殊防范。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颜雨彬

假期湖南偏湿偏冷
风力加大

省气象台副台长、首
席预报员陈静静介绍，今
年国庆假期湖南天气特点
有三个，偏湿：湘西、湘北
雨量和雨日偏多， 湘南晴
雨相间；偏冷：全省气温偏
低2℃左右， 湘西北偏低
3℃以上； 风力阶段性加
大：2日晚-4日风力逐渐加
大，4-5级， 江河湖面可达
6-7级。

国庆假期天气分为三
个阶段， 第一阶段：9月30
日至10月2日白天，气温有
所回升、雨势弱，省内大部
分地区天气总体利于出行。
第二阶段：2日晚至5日，省
内有一次降温、降雨和风力
加大的过程，其中2日晚至
3日部分地区可能出现雷
雨，对交通出行、户外活动、
农业生产等有一定影响。第
三阶段：6日至8日，气温缓
慢回升， 以阴沉天气为主，
省内大部分地区天气总体
利于出行和返程。

气温方面，前高后低，
3-5日气温下降4-6℃，局
地可达6-8℃；后期体感偏
冷，6日前后最低气温湘东
南可降至12-14℃， 其他
地区10-12℃。

全省大部分地区
整体不利于赏月

中秋临近， 天气适不
适合赏月也是市民最关心
的问题。 对此， 陈静静表
示，10月1日全省大部分地
区整体不利于赏月， 相对
而言， 湘中地区月亮可能
会若隐若现。

气象专家提醒， 公众
需防范阴雨和雷雨（10月2
至3日） 天气对交通出行、
农业等带来的不利影响；
10月3日至5日风力加大，

需注意水上活动安全；防范9
月29日和10月2日至3日局
地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
洪、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此
外， 国庆假期期间冷空气活
动频繁， 需注意适时增加衣
物，以防感冒。

服务：省内游玩，这份旅
游气象影响预报请收好

9月29日上午举行的天
气会商上， 湖南省气象服务
中心还通报了交通和旅游气
象预报服务等情况。

据交通部门研判，2020
年国庆中秋长假期间， 全省
高速公路路网车流量仍将进
一步增长， 日均流量约为日
常流量的2倍。

假期路网流量总体呈高
位运行态势，9月30日午后将
出现集中出行， 峰值日将出
现在长假首日（10月1日），整
体呈前高后缓走势。

这个假期，红色旅游、祈
福旅游和乡村旅游比较热
门， 湖南省专业气象台台长
廖春花表示， 降雨降温天气
可能会对景点景区造成一定
影响。

具体而言， 大湘西旅游
板块：2日晚-3日，受较强降
水影响， 景区道路积水及地
质灾害风险较高。

雪峰山旅游板块：3-4
日，受降温、降雨影响，景区
道路湿滑， 山区景点夜晚气
温较低。

环洞庭湖旅游板块：2日
晚-4日， 大风、 降雨天气影
响， 不太利于开展环湖及水
上游玩项目。

长株潭旅游板块：3-4
日，受降雨天气影响，景区道
路湿滑。

大湘南旅游板块：4-5
日，大风、降雨天气对东江湖
景区、 山岳型景区旅游有一
定影响。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王章萍 通讯员 张倩

公告
2018 年 10 月 12 日， 我局

烟草专卖稽查人员会同公安部
门人员在衡东境内京珠高速大
浦出口处查获车牌号为湘
LN1687 小型普通客车上运输
的卷烟 2773条。 请当事人于公
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我局接受
处理，逾期我局将依照《湖南省
烟草专卖管理办法》 第二十条
的规定，作出处理，特此公告。

衡东县烟草专卖局

◆刘赛———长沙市开福区金霞小
区顺天·北国风光 1B 栋 102A 号
门面遗失长沙市开福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核
发日期 2008 年 5 月 20 日， 注册
号：430105600073173，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
民法院（2020） 湘 0102 执恢
767 号之一协助执行通知书，
现将登记在被执行人龙丹名
下的位于长沙市秀峰路 69 号
山语城二期 1 栋 801 号房、不
动产权证号为：715280112 号
的房屋不动产权证与该房屋
编号为：20180284176 他项权
证和长国用（2015）第 061071
号国土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2 执恢 143
号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
将登记在被执行人徐尤远名下
位于长沙市芙蓉区湘湖渔场
（现韶山路 1号）职工住宅 6-13
栋 505 号的房屋、产权证号为：
713195875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
与编号为：长国用（）第 041729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该房
屋编号为 513056352 号的他项
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60元/行 执行官方格式，每行最多排 13个 6号字，标题至少占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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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智遗失湘 HA3906 道路运输
证,证号:430903206627,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2 执 8213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被执行人梁伟雄名下的位于
长沙市芙蓉区蔡锷中路 48 号永
华大厦 815 号房屋和 816 号房屋、
相对应的产权证号为：714242
035 号、714242038 号的房屋所
有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本报9月29日讯 记者今日从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获悉， 为更好
地满足乘客假期出行需求，9月30
日，长沙地铁2号线将延长运营服务
时间至24时。10月1日，长沙地铁全
线网将延长运营服务时间至24时。
国庆期间， 长沙地铁也将缩短行车
间隔。

9月30日起， 长沙地铁将全面
开启超强运能模式， 对各条线路根
据既往客流情况增加上线列车，进
一步缩短行车间隔，提升运输能力。
10月1日，长沙地铁2号线上线列车
30列， 最短行车间隔压缩至3分29
秒；首次面临长假“大考”的3、5号
线，行车间隔均较大幅度压缩至6分
29秒、5分52秒。如遇车站大客流情
况， 长沙地铁线网中心还将适时加
开备用列车， 确保客流高峰期的运
营秩序。

为应对节日大客流， 长沙地铁
将组织高校志愿者和公司管理人
员、 技术职能人员至大客流车站支
援，开展文明乘车引导、安检、体温
检测等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 当前仍处于防
疫阶段， 广大市民乘坐地铁时请提
前备好口罩并全程佩戴， 自觉配合
完成体温检测工作。 节假日期间人
多拥挤，请务必照顾好随行的老人、
孕妇及儿童， 如需帮助可及时联系
地铁车站工作人员。

■记者 周可 通讯员 欧阳若溪

本报9月29日讯 今日，长沙世界之窗第
七届“中国狂欢节”启动。国庆期间，长沙世
界之窗将延续多年“展现中国传统文化，打
造中国人自己的狂欢节”传统，举行“中国狂
欢节”，为游客准备了贵州苗族走大刀、陕西
华阴老腔、国粹京剧等民族特色表演，并在
国庆夜场首次推出“中国红电音节”，为游客
提供吃喝玩乐一站式狂欢。

听陕西华阴老腔
看苗族姑娘挑战“赤脚走大刀”

贵州大刀艺术团是我国唯一的走大刀艺
术团，被誉为“世界大刀王”。赤脚走大刀是苗
族的独特文化产物， 大刀总长18米， 倾斜35
度，重达1吨多。国庆期间，游客可在长沙世界
之窗欣赏到“赤脚行走双层酒瓶”及“赤脚斜
走大刀”挑战，其中创下斜走12米大刀世界纪
录的22岁的苗族少女唐羽荟将赤脚走在长12
米的大刀刀刃上， 并在锋利的刀刃上完成斜
走、倒走、头顶倒立等高难度动作。

此外，还有曾登上央视春晚舞台的陕西
华阴老腔艺术团队带来华阴老腔表演，来自

北京的京剧团则将国粹京剧唱腔搭配rap说
唱，为现场游客带来一场独特的潮流民俗文化
视听盛宴，一展动人腔调和独特潮流韵味。

“中国红电音节”首次亮相
吃喝玩乐一应俱全

“晚上我们还打造了一个‘中国红电音
节’，邀请了国内知名的DJ和舞蹈团队，为年轻
游客打造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狂欢派对。” 长沙
世界之窗策划总监段可可介绍，世界之窗“中
国红电音节”融合了中国红、国潮风、国旗等元
素，有意打造国庆期间湖南最炫酷的红色电音
舞台，电音节活动现场还将邀请游客共同传递
约150平方米的国旗。

国庆期间，长沙世界之窗还为游客们打造
了一片汇集全国各地美食的集市，为游客们带
来一场舌尖上的国庆之旅。《天天向上》非遗手
作集市也将在国庆期间亮相长沙世界之窗，囊
括花草宣纸灯笼、手绘皮影、团扇拓染装饰画、
石膏香薰画五大非遗项目，让游客从小物件中
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多样性。 ■记者 周可

通讯员 何洁 邓婷 视频剪辑 何佳洁

本报9月29日讯 国庆、 中秋
“双节”来临，省疾控中心今天发
布重点卫生健康提示：节日期间，
人员出行、聚集活动增加，疾病传
播风险也随之增加， 尽量避免非
必要的跨境旅行。

为确保群众的身体健康，需
要注意以下方面：

1.当前仍处于新冠肺炎疫情
全球大流行时期， 境外疫情形势
依然较为严峻， 建议权衡出行时
间，尽量避免非必要的跨境旅行。
同时， 请落实好社区和单位的防
控要求，做好个人防控，减少不必
要的外出、聚集性活动。

2.湖南及境内各地均为新冠
肺炎疫情的低风险地区， 可以正
常旅行。倡导践行健康、简约的生
活方式， 服从旅行目的地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

3.旅行前准备好免洗手消毒
液、消毒湿巾、口罩等物品。旅行
期间注意勤洗手， 与他人保持距
离；乘坐密闭交通工具、去往人群

密集场所、 在空气流动性差的场
所停留以及与他人接触频繁时，
要配戴口罩，做好个人防护。旅途
中出现发热、乏力、干咳等症状，
应立即到附近的医疗机构就诊，
取消或中止旅行。旅行归来，需继
续做好个人健康监测， 应自我观
察14天。 一旦出现身体不适，及
时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自己的旅
行史。

4.注意饮食安全，谨慎购买、
生食进口冷链的冷冻产品 (含海
鲜产品)， 降低感染新冠病毒风
险。家庭聚餐时，选择新鲜、安全
的食品原料，加工时要注意生、熟
分开，不吃未烧熟煮透的食物、未
经消毒的奶、未削皮的水果、生的
蔬菜，不喝生水，不采摘、食用野
生蘑菇和野生植物。外出就餐时，
注意选择正规、 卫生条件好的饭
店或餐厅， 建议间隔落座或同侧
用餐，与其他人保持1米以上的距
离。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李合锋 实习生 龙飞鹏

10月2日晚至5日偏湿偏冷风力加大

湘西湘北假期多雨，冷暖变化大

境外疫情形势依然较为严峻
“双节”期间尽量避免非必要跨境旅行

国庆日，长沙地铁
延长运营至24时

“中国红电音节”邀你狂欢派对
长沙世界之窗启动第七届“中国狂欢节”

湖南各旅游景区多措并举
从严从实从细做好火灾防控

要放假啦，而且还是“加长版”假！是不是有点小激动？相信不少人已经列好了
出行计划。问题是，国庆假期天气状况怎么样？是否适合出行？毕竟天气好才有动力
出去浪。

今年国庆假日期间，湘西、湘北雨量和雨日偏多，预计9月30日至10月2日白
天，气温有所回升、雨势弱，省内大部分地区天气总体利于出行；随后省内将有一次
降温、降雨和风力加大的过程。

免费通行日，高速这样走才“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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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9日讯 今年国庆节
与中秋节重叠，放假8天，高速公
路也将实行小型客车免费通行8
天的政策！ 如何更省钱地通行高
速去玩耍？这份小攻略请收下。

1.进高速：不用等到10
月1日零时，避免入口拥堵

高速公路通行以出高速的时
间为准，不会分段计费，全程免费。
即便是跨省出行也是全程免费。

根据相关规定， 中秋及国庆
假期期间， 全国高速公路继续对
小客车免收通行费， 免费时段从
节假日第一天00：00开始至节假
日最后一天24：00结束（普通公
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
时间为准， 高速公路以车辆驶离
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

也就是说， 今年中秋国庆期
间车辆只要在10月1日零时至8日
24时驶离高速公路出口即可享受
免费政策，不用等到10月1日零时
再进入收费站，避免入口拥堵。

2.出高速：接近10月8日
24时，建议提前就近下高速

只要是10月8日24时之后驶

出高速公路，将收取全程通行费。
所以在10月8日免费时段即

将结束之前， 建议广大驾驶员提
前就近下高速， 再重新领取通行
卡上高速。

3.免费期间是走人工通
道还是ETC通道呢？

上高速公路时是走的什么
车道， 下高速时请选择相同类
型的车道。 因为ETC的识别需
要有“一进一出”的闭环，如果
缺失一部分， 将有可能影响下
一次的出行。

4.收费员发的纸质通行
卡要怎么处理？

跟往年一样，今年同样会在9
月30日18时至24时和10月8日18
时至24时， 发放CPC卡或纸质通
行券。

如果您在免费时段驶出高
速， 可将CPC卡或纸质通行券交
还给收费站工作人员即可； 如果
您在收费时段驶出高速公路，收
费站工作人员会对持有CPC卡或
纸质通行券的车辆进行收费。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江钻

10月1日零时至8日24时，高速公路小型客车免费通行8天 境外疫情形势仍较严峻，避免非必要跨境游

黄金周首尾天气都不错 高速这样走才“划算”
出行

地铁

活动

天气 安保

重点提示
长假来临，各大车站人流如织。 通讯员 供图

链接

降雨降温天气
影响高速出行

湖南省专业气象台
台长廖春花介绍， 出行
高峰期（30日-1日），受
小雨影响，9月30日湖南
东南部境内的二广高速
（G55）、厦蓉高速（G76），
10月1日湖南西北部境
内的杭瑞高速（G56）、包
茂高速（G65）、长张高速
（G5513） 部分路段因雨
雾可能造成视线不良；返
程高峰（7日-8日）天气较
好，有利于交通出行。

假期期间，以下路段
也会受降雨影响。其中，2
日晚-3日，受大到暴雨影
响，湖南西北部境内的杭
瑞高速（G56）、包茂高速
（G65）、 长 张 高 速
（G5513）、龙吉高速（S99）
等部分路段路面积水及
道路边坡滑塌的风险较
高；4日， 受小到中雨影
响，湖南境内的大部分路
段路面湿滑风险较高；
5-6日，受小雨影响，湖南
北部的杭瑞高速（G56）、
长张高速（G5513）等路段
路面湿滑风险较高，请提
高警惕。

汝城消防监督人员在沙洲村检查消防设施。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