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邵阳隆回县S219省道20至30公里段
2.岳阳平江县S308省道30至40公里段

3.岳阳君山区G240国道1533至1543公里段
4.郴州宜章县G107国道2095至2105公里段
5.常德澧县G353国道1280至1290公里段
6.株洲醴陵市G106国道1731至1741公里段

7.怀化中方县G209国道2858至2868公
里段

8. 邵阳邵东县G320国道1333至
1343公里段

9.娄底涟源市G354国道594
至604公里段

10.湘潭市湘潭县G107
国道1797至1807公

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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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红包送补贴，我省鼓励企业稳岗留工
7部门联合，于1月21日至3月31日开展专项行动，巩固疫情防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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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22日讯 记者今
天获悉，我省人社厅等7部门联
合于1月21日至3月31日开展
“迎新春送温暖 稳岗留工”专项
行动，将通过鼓励送红包留人等
六大方面行动，应对当前复杂严
峻的疫情形势，巩固疫情防控成
果，确保员工健康安全、企业生
产有序、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送红包留人

行动期间， 鼓励全省各类
企业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和生产
经营实际， 科学合理安排生产
活动，采取发放留岗红包、过年
礼包、 安排文化娱乐活动等措
施，落实加班工资、错峰放假、
弹性调休等待遇保障措施，吸
引职工就地过年、在企休假。各
地对安排外省户籍员工留湘过
节的企业， 可因地制宜出台政
策给予适当补助。 对留企过年
的本省户籍员工， 鼓励企业同
等给予留岗补贴。

送温暖安心

对外省务工的湘籍农民工
等群体， 引导其留在就业地安
心舒心过春节。民政、工会、妇
联等部门加强外出务工农民工
家庭、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空
巢老人的关心关爱， 组织开展
形式多样的节日慰问和上门服
务活动， 及时回应解决异地暂
遇困难的湘籍务工人员的实际
困难，及时疏解疏导，减除外出
务工人员后顾之忧。

送补贴稳岗

包括强化实施重点企业用
工调度保障机制; 支持企业加
强对接，开展用工余缺调剂;有
条件地区适当支持春节期间连
续生产的重要医用物资生产、
生活必需品生产、 保障城市运
转的企业; 鼓励企业结合需要
灵活安排职工在岗培训和技能
提升培训，引导企业不裁员、少
裁员， 按规定落实失业保险稳
岗返还、 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等
相关政策; 支持重点行业开展
以工代训， 结合实际适当提高

补贴标准。

送岗位到家

各地要确保就业服务不断
线，深入开展“就业援助月”“春
风行动”“点亮万家灯火” 等公
共就业服务活动， 通过“湘就
业” 平台等渠道广泛宣传发布
岗位， 特别是有针对性的将招
聘会开到乡镇、街道，把岗位送
到群众家门口。 要畅通农民工
失业登记、求职创业服务、失业
保险金申领等渠道， 面向重点
群体深入推进“311”就业服务
行动。开通快速申领通道，及时
兑现失业保险待遇、 临时生活
补助， 有条件的地方可结合实
际提供心理咨询、临时住所等。

送培训到人

大力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
动计划， 进一步加大农民工职
业技能培训力度， 开设一批面
向重点缺工行业的“技能人才
训练营”。 通过推广工学一体
化、互联网+职业培训、职业培
训包及项目制培训等方式，满
足新生代农民工多样化、 个性
化培训需求。鼓励从资金、政策
等方面加大对农民工职业培训
扶持力度。 对开展项目制职业
技能培训的， 可先行拨付不少
于30%的职业技能培训补贴资
金， 具体实施办法由各地根据
实际情况确定。

送政策入户

加大就业创业政策宣传力
度，加强创业指导、创业培训和
跟踪服务，帮助符合条件的人员
申请享受创业培训补贴，创业担
保贷款、一次性创业补贴等扶持
政策。要扩大农民工就地就近就
业机会，组织参与春播春种农业
生产、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以工
代赈项目。要开发一批临时性岗
位，帮扶确实难以通过市场渠道
实现就业的务工人员。 对脱贫
人口、 农村低收入人口等重点
帮扶对象，优先稳岗就业、优先
兜底安置。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曾鹤群 周纯 张军

本报1月22日讯 国家卫
健委1月20日表示， 春节返乡
人员需持7日以内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 据三湘都市报记者了
解， 湖南省人民医院目前已经
开通了核酸检测线上申请及结
果查询通道。

为让返乡人员及时做上核
酸检测、拿到检测结果，同时减
少聚集，1月21日，湖南省人民
医院开通了核酸检测线上申请
服务， 民众可在手机上进行核

酸检测申请、缴费、结果
查询，只需要在手机微信
关注“湖南省人民医院”
公众号，即可按照“绑定健
康卡-申请核酸检测-支付”
的步骤完成预约， 根据预约时
间到医院完成核酸检测， 检测
结果可在手机上查询。

院方提醒， 按预约进行检
测，正确佩戴口罩，保持就诊距
离，避免人群聚集。

■记者 田甜 实习生 吴慧敏

本报1月22日讯 2021年春
运从1月28日开始， 至3月8日结
束，共计40天。今年春运出行该注
意些什么？今天上午，省公安厅交
警总队召开新闻通气会， 发布
2021年春运全省道路交通安全
“两公布一提示”， 预计今年春运
全省道路客运量约5000万人次，
全省高速出入口总车流量将达
1.07亿台次。

这两个时间段为车流高峰期

经预测，2021年春运全省道
路客运量约5000万人次， 较2019
年 下 降 25% ， 较 2020 年 上 升
106%。全省高速出入口总车流量
将达1.07亿台次， 日均267.5万台
次，较日常总车流量210万台次上
升27%，其中1月28日至2月6日、2
月12日至2月17日为车流高峰期；
全省高速省际总车流量将达1496
万台次，其中与湖北、广东的省际
车流量较大。

春运开始后至南方农历小
年，以客货混合车流为主，且南往
北、东往西方向车流量大，特别是
春运第7至第10天，因务工人员集
中返乡， 车流大幅增加。 春节假
期，随着广大群众走亲访友，中短

途车流量迅猛回升。 春运第21天
（正月初六），因行政、企事业单位
集中在正月初七上班， 全省将迎
来春运车流峰值日。 受疫情和相
关政策影响，务工返乡流、旅游出
行流较常年有所下降， 错峰出行
和返乡回城“点对点”包车运输特
点明显。

根据省气象台预报，2月上旬
可能出现轻度低温雨雪冰冻天气
过程，对交通出行有一定影响。

全省这些路段易现缓行

预测春运期间长张、 杭长、长
芷高速的长沙段， 沪昆高速湘潭、
邵阳段， 以及京港澳高速长沙、岳
阳段的交通压力较大，易出现短时
缓行。 我省高速公路的简家坳、梽
木山等16个枢纽，环长沙收费站，
以及宜章、 水府庙等17个服务区
易出现缓行。

预测春运期间全省国道、省道
车流量较大路段共73处， 其中永
州、常德、娄底、益阳等地国省道大
流量路段较多， 易出现短时缓行。
全省城市道路中易缓行路段主要
集中在49个重要商圈、48个重点
公园周边。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凌玉霞 通讯员 邓彪

本报1月22日讯 今天，
湖南省交警总队召开新闻通
气会， 通报了2020年在湖南
高速公路通行违法排名靠前
的客危货运输企业及车辆，
2020年在湖南高速公路所属
客运车辆有两次以上超员或
违反规定载货的客运企业。
此外， 去年12月至今年1月，
湖南有41人被终身禁驾。

会上通报 ，2020年，湖
南龙骧交通发展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湖南常德欣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南中州
集团南阳中林运输有限公
司等10家客运企业所属车
辆 在 湖南 高速 公 路 违 法
1700余次， 粤AAQ865、湘
DB9893、湘M25770等车辆
违法次数较多；浏阳市鼎顺
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四平市
双龙运输有限公司、驻马店
市安运达运输有限公司等
10家危运企业所属车辆在
湖南高速公路违法2200余
次 ，湘AE2962、湘F24016、
湘K11270等车辆违法次数
较多；浙江中吉物流有限公
司、杭州申瑞快递服务有限
公司、邢台鹏翔货物运输有
限公司等10家货运企业所
属车辆在湖南高速公路违
法11400余次， 粤ADZ533、
粤AS5742、 湘N0S895等车
辆违法次数较多。

2020年， 涟源立忠物流
有限公司、 娄底市共享物流
有限公司、 双峰县顺达汽车
客运有限责任公司、 睢县驰
骋道路运输有限公司、 周口
市汽车运输集团公司鹿邑公
司等23家客运企业所属客运
车辆在湖南高速公路有两次
以上超员或违反规定载货的
违法行为。

会上还通报，2020年12
月到2021年1月， 我省又有
41人被终身禁驾。2020年共
通报终身禁驾人员360人，其
中无机动车驾驶证54人已被
依法限制申领驾驶证； 被依
法注销、 吊销驾驶证306人，
处理率为100%。

■记者 虢灿
实习生凌玉霞
通讯员 邓彪

核酸检测可线上预约，别扎堆

春运在即，湖南交警发布出行攻略
全省高速出入口总车流量预计达1.07亿台次

全省春运期间事故多发易发路段

1.沪昆高速1063-1080km湘潭北收费站至塔岭枢纽路段
2.沪昆高速邵阳周旺铺路段1256-1275km

3.长张高速宁乡路段32-48km
4.长张高速14-24km长沙简家坳枢纽至关山收费站路段
5.京港澳高速1834-1841km郴州宜章枢纽至小塘省界路段
6.沪昆高速邵阳洞口段1352-1364km
7.京港澳高速1463-1471km长沙广福至安沙停车场路段
8.二广高速永州阳明山路段2295-2308km
9.沪昆高速邵阳隆回段1287-1295km
10.京港澳高速衡阳衡东段1645-1651km

我省又增
41人终身禁驾
一批运输企业
因交通违法多被通报

国省道10处事故多发易发路段：

连线

高速公路10处事故多发易发路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