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4月30日讯 今日，记者从
广铁集团获悉，“五一”小长假期间，
广铁集团长沙车务段管内计划加开
始发临客19趟，涉及该段管内常德、
岳阳、益阳、汨罗、衡山、临澧、汉寿、
宁乡火车站。 加开临客以短途旅游
客流为主，重点运行区段为衡阳、株
洲、长沙、岳阳、张家界，其他非始发
临客开行情况详见12306。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李悦

“五一”长沙车务段
增开19趟始发临客

本报4月30日讯 今天，记
者从南航湖南分公司获悉，“五
一”假期民航出行火爆，为满足
旅客出行需求，为旅客办实事，
南航湖南分公司进一步优化航
线结构和航班时刻，5月起在长
沙-广州、长沙-北海、长沙-汕
头等热门航线上进行增班。

4月30日-7月31日， 南航
新 增 长 沙 - 汕 头 往 返 航 班
CZ5913/4， 每天一班，7:10从
长沙起飞，8:45到达汕头，回程
航班9:35从汕头起飞，11:15
落地长沙。最低价格300元起。

5月15日-7月31日， 新增
长 沙 - 北 海 往 返 航 班
CZ5713/4， 每周124567执飞，

15：45从长沙起飞，17：35到达
北海，回程航班18：25从北海起
飞，20：05落地长沙。 最低价格
600元起。

5月9日-7月31日，新增长
沙-广州往返航班CZ5540/39，
每天一班，09:10从长沙起飞，
10:40到达广州， 回程航班
22：35从广州起飞，23：55落地
长沙。最低价格260元起。

航线加密后， 南航长沙至
北海基本达到每天2班，长沙至
汕头达到每天3班，长沙至广州
达到每天4班， 时刻涵盖早中
晚，为旅客提供更多选择。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范奕歆 刘恒

本报4月30日讯 记者今日从
长沙市城市公共交通事务中心、
长沙轨道交通集团获悉，“五一”
期间， 长沙公交将进一步加大运
力投放， 全力保障火车站、 汽车
站、 商业圈和旅游景点的公交运
力；长沙地铁将延长运营时间、缩
小行车间隔，并发售地铁一日票、
三日票方便外地游客出行。

【地铁】 延长运营时间，发
售一日票、三日票

受游客来长、 市民出行客流
叠加等因素影响，长沙地铁预计4
月30日、5月1日迎来客流高峰，
届时全线网运营服务延长至24:
00，同时全线网增加上线列车、缩
小行车间隔，其中1、2号线最小行
车间隔分别为4分33秒、3分29秒。
长沙地铁将根据长沙火车南站夜
间实际客流情况加开疏解列车。

为方便外地乘客出行，长沙
地铁已在五一广场站、 橘子洲
站、长沙火车南站发售地铁一日
票、三日票，乘客可至车站客服
中心咨询购买。该类票种首次刷

卡便激活计时，可分别在24小时
和72小时内不限次数和里程乘
坐地地铁。 各站点票卡数量有
限，售完即止。

【磁浮快线】1日及5日调
整运营时间至23时30分

为满足广大乘客出行需求，
2021年5月1日及5月5日（共两
日），长沙磁浮快线运营服务时间
将临时调整至23:30，即磁浮高铁
站 7:00-23:03， 磁浮机场站 7:
00-23:30，19点后列车在磁浮朗

木

梨站不停站通过。
同时，高峰时段（10:00-20:00）

行车间隔压缩至9分20秒，其余时
段为11分整。 若出现客流大幅增
长情况， 长沙磁浮快线将根据客
运组织需求及时增配运力。

【公交】 加密发车频次，全
力保障公交运力

“五一”期间，长沙公交将进
一步加大假日期间的运力投放，
全力保障火车站、汽车站、商业圈

和旅游景点的公交运力。
针对地铁2号线节日期间可能

达到运力上限的预判， 重点对途经
长沙火车南站、长沙火车站、五一广
场站、万家丽广场、芙蓉广场、溁湾
镇等客流大站的公交线路， 采取缩
短发车间隔， 加密发车频次的应急
举措， 切实做好地铁乘客接驳转乘
服务。 ■记者 周可

通讯员 周丽莹 李智深

“五一”市民出行请注意
长沙地铁、磁浮、公交发车时间频次有变

“五一”南航在湖南新增多个航班

“土味”
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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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30日讯 今日下
午， 湖南低空旅游首航暨星空
飞行营地启航仪式在长沙举
行，标志着我省低空旅游迎来加
速时代。“五一”期间，星空飞行
营地将在内部试运行5分钟的
橘子洲头空中飞行标准航线、
10分钟的橘子洲头空中飞行精
品航线， 预计五月中旬对公众
开放。（扫报眉二维码看视频）

星空飞行营地
拟五月中旬全面开放

星空飞行营地位于橘子洲
头北端的傅家洲， 占地约6000
平方米， 由湘江集团建设运营，
拥有两个标准直升机停机坪。目
前，星空飞行营地已开通5分钟
橘子洲头空中飞行标准航线、
10分钟橘子洲头空中飞行精品
航线。5分钟标准航线线路覆盖
橘子洲景区，重点瞻仰青年毛泽
东雕塑。10分钟精品航线线路覆
盖橘子洲景区、青年毛泽东雕塑、
五一广场、梅溪湖及湘江两岸风
光。后期还将开通20分钟巡飞航
线及40分钟红色之旅航线。

活动现场，4位来自扶贫、
抗疫、 科研一线的市民代表作
为首批乘客登机体验。 首批乘
客赵女士体验之后忍不住感叹
长沙的美丽，“作为地道的长沙
人， 我之前只在大街小巷里看
过平面的长沙， 今天第一次从
高空俯瞰长沙，长沙真的是360
度无死角的美。”

三湘都市报记者了解到，
“五一”期间星空飞行营地暂不

对公众开放， 仅进行内部试运
行，预计五月中旬全面开放。由
于直升飞机飞行受天气影响较
大， 有意进行飞行体验的市民
及游客， 请尽量提前一天拨打
客服电话+8618817186088进
行预约。

长沙在全省率先推出
低空旅游项目

营地项目启动后可开展
直升机空中游览活动、热气球
系留飞活动、空中跳伞（定点
跳）活动、青少年航空科普活
动及其他与通航相关的衍生
活动。星空飞行营地还兼顾警
用航空、应急救援、消防灭火、
空中巡查等公共类通航飞行
保障功能，在满足人民群众空
中观光旅游需求的同时，起到
维护城市安全的作用。

2020年底， 湖南获批全国
首个3000米以下全域低空开放
试点省份，这意味着我省将构建
起纵横贯通的“干线、 支线、通
用” 无障碍串飞航路航线网络，
以文化体育、旅游观光等为主的
消费型通航业务迎来重大利好。

此次， 长沙在全省率先推
出低空旅游项目，旨在串联长沙
主要旅游景点，形成全新的长沙
旅游空中线路，打造网红长沙空
中新名片。这对于通航产业与旅
游产业融合发展，进一步丰富长
沙旅游产业发展的新业态、新模
式，提升“山水洲城、快乐长沙”
旅游品牌具有重大意义。

■记者 周可 通讯员 邝瑶

长沙在全省率先推出低空旅游项目 预计本月中旬对公众开放

今后可在橘子洲头坐直升机俯瞰星城

公 告
2021 年 4 月 4 日，我局烟草专卖
稽查人员会同公安部门人员在衡
东县南岳高速杨山出口处查获车
牌号为冀 AU1140 重型半挂牵引
车上运输的卷烟 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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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公司为三湘都市报分类广告
的独家总代理，拟在长沙以外的
市州招设分类广告代办点，有资
质、有诚信、有资源、有经验的团
队赶紧联系哦。 联系电话：
0731-84464801
13875869988（张）
QQ：602058576

广告代办点招商

长沙县人民法院网络司法

拍卖公告
(2021)湘 0121执恢 280、恢 186号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湖南唯
程科技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湖
南易通汽车配件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韦耀文、王亮清合同纠纷
一案中，依据( 2021)湘 0121 执
恢 186、恢 280 号之一执行裁定
书，决定依法在人民诉讼资产网
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网址 :
https://www.rmfysszc.gov.cn/
(竞买人条件、 拍卖财产已知瑕
疵、相关权利义务、法律责任请
意向竞买人进入相关链接查看
详细拍卖公告内容)以一拍底价
4080 万元 (保证金 41 万 )于
2021 年 6 月 1 日至 6 月 2 日拍
卖被执行人湖南易通汽车配件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长
沙县黄花镇的长国用（2008）第
0348号、0349号、0350号三宗

注销公告
岳阳前延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注册号 430600000002223）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以书
面形式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 联系人：陈赟 18007300088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21）湘 0102 执 4140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申请执行人长沙市市场服务
中心名下的坐落于长沙市东风
路新二村 001 号第 001 栋见附记
房屋、长沙市望月新村月宫街
6片第 001栋 101号房屋、长沙
市望月新村月宫街 6 片第 001 栋
201 号房屋；产权证号分别依
次为 ：00280243 号 、00292424
号、714108726号的房屋所有权
证及编号为：514075522 号的
他项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减少注册资本公告
根据 2021 年 4 月 30 日冷水江
市鑫兴贸易有限公司股东会决
议， 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壹
仟万元减至壹佰万元， 现予以
公告。 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 日内， 债权人有权要求公
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本公司联系方式：13875482319
联系人：邓翼长
联系地址：冷水江市轧钢路（冷
金社区居委会）

◆杨学文遗失位于岳麓区咸
嘉新村 k6-401 房他项权证，
证号 00089885号，声明作废。

资产询价公告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
潭分行现就以下拟进行处置的
抵债资产进行市场公开询价：
询价标的位于湘潭县排头乡红
卫村短湖组三处房地产，总建
筑面积 17770.54m2，证载用途
为工业、综合，实际可用于办
厂、办公等。
如有意向，请于 2021 年 5 月 7 日
前联系华融湘江银行：楚先生，
电话 13707323011，获取资产
详细信息并进行报价。 地址：
湘潭市岳塘区河东大道 45 号华
融湘江银行湘潭分行 131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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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极便民信息
13875895159经办热线

微信办理

郑重提示：登报用报须谨慎，确认资信勿盲目

鼎极文化独家总代理省级媒体 权威有效 土地及长房权黄字第 00007768、
00007769、00007770、00003436
9、000034368、000034367、0000
34366、710009188、710009189
号九套房产和八套无产权建筑
物及其他附属物。 特此公告

长沙县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资产处置组: 0731-81888049
(杨法官) 司辅机构:
17873674559(长房拍资所)

注销清算公告
湖南雁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耒
阳城北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30481MA4Q91Y65G）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成
立了清算组，请债权债务人自见
报之日起 45天内向清算组申报
债权债务，逾期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湖南雁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耒阳城北分公司

2021年 5 月 1日

4月30日上午， 长沙市望城区铜官街道举行首届农
民运动会，捉鸡抓鱼、插秧拔河、滚铁环、搓草绳，接地气
的运动会让运动员和数百观众笑开了怀。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高曼琪 摄影报道

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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