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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多个景区门票优惠
本报长沙讯 近日，国家发改委部署全
国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在“五一”劳动节期间，
对实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 1200 余家
景区门票价格实行优惠。在湖南，记者 4 月
25 日获悉多个景区将在今年“五一”法定假
期（4 月 29 日-5 月 1 日）期间推出相关优惠
（详见附表），其中在岳阳楼答对题目的游客
将享受免费游览参观的优惠。不过要注意
的是，张家界武陵源核心景区观光门票价格
优惠时间为 5 月 2 日—7 日。
省物价局要求，各相关价格主管部门要
切实做好“五一”期间旅游价格监管工作，对

门票价格优惠方案
年﹃五一﹄期间景区（点）
2013

景区（点）名称
武陵源核心景区
韶山毛泽东纪念园
岳阳楼国家级
风景名胜区
湖南张家界激流回旋
曾国藩故居
万华岩省级风景名胜区
酒仙湖省级风景名胜区
猛洞河国家级风景区漂流
江华县秦岩旅游区

80
118
80
55
88
160
118
60

优惠后门票价格
（元/人次）
门票：144
环保车：65
（执行时间5月2日—7日）
48
能背诵《岳阳楼记》的游客
“五一”
期间免费游览参观
94
65
43
70
128
88
45
资料来源：
省物价局

《衡阳湘江外滩现死婴》后续

医疗机构抛弃死胎将严肃处理
衡阳警方和卫生部门调查湘江外滩死亡胎儿事件
本报衡阳讯 衡阳湘江西岸外滩出现
死亡胎儿一事引发社会关注（见本报 4 月 25
日 A10 版），衡阳市公安、卫生部门对此高度
重视，迅即对抛弃死胎事件展开全面调查。
4 月 25 日上午，
衡阳市公安局石鼓分局刑
侦队、
潇湘派出所及水上派出所民警赶赴事发
地域，
调取摄像资料，
全面走访调查。石鼓区卫
生局组织石鼓区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对事发地
域周边的中山北路及演武坪一带的 18 家医疗
机构挨家展开了地毯式排查，
对开设产科、
妇科
的医疗机构进行严格监控，
目前未发现可疑之
处。石鼓区卫生局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对辖
区内的所有医疗机构开展全面排查。
“就死胎颜色初步判断，
死胎被抛弃已有一

本报长沙讯 4 月 25 日上午，省
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 6 次主任
会议，会议审议了省十二届人大常委
会第二次会议议程（草案）。省人大

段时间，
系大月龄引产的死胎，
不排除少数个别
小诊所丢弃的可能。
”
石鼓区卫生监督所负责人
分析称：
也不排除自湘江上游漂流下来的可能，
下一步排查监控的重点将放在具备产科资质和
能力的医疗机构上，
决不放过任何可疑之处。
潇湘派出所有关负责人在察看现场后
分析认为：湘江西岸外滩近期目击者所称的
“两具死胎”，极有可能是不同地点的同一具
死胎，因为死胎会随波流动。
衡阳市卫生局有关负责人表态称：将对
全市范围内所有的医疗机构展开整顿排查,
严厉打击非法行医行为,抛弃的死胎一经查
实出自医疗机构,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记者赵晶 通讯员胡亚华

常委会副主任于来山主持会议，副主
任刘莲玉、徐明华、蒋作斌、陈君文，
秘书长彭宪法出席会议。
通讯员路标 记者杨杰妮

今年重点打击网络传销，
防止传销进校园

所列优惠景区，要于规定时间前，在景区售
票处显著位置公布门票价格的优惠时间和
优惠幅度。此外，节日期间，
“12358”价格举
报电话要安排领导带班，专人值守，确保 24
小时畅通。对不按照规定实行优惠的景区，
价格主管部门要依法坚决予以查处并向社
会公布。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受“三公”消费的影
响，今年不少景区的游客接待量比去年同期
有所下滑，而此举对于拉动旅游消费、提振
旅游市场人气将起到一定的作用。
记者戴和清 邓蓉

现行门票价格
（元/人次）
门票：180
环保车：65
（有效期三天）
60

宁乡沩山密印国家级风景区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次主任会议

本报长沙讯 4 月 25 日，湖南省
工商局召开了全省打击传销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重点打击网络传销，防
止传销进入校园。据省工商局局长
李金冬介绍，
2012 年全省共捣毁传销
窝点 1716 处，
教育劝返遣散传销人员
17153 人次，
抓获传销头目、
骨干分子
1022 人，解救传销受害人员 1887 人
次，
冻结违法资金1.2亿元。

今年针对网络传销，工商和公安
机关将会联合，利用技术手段，锁定
传销网络核心层人员和核心账户，查
明传销体系，实施精准打击。近年
来，一些传销活动还将目光瞄准了在
校大学生，利用大学生急于工作创业
的心态，将他们拉入传销的黑窟。今
年，工商部门还将和教育部门联合起
来，
防止传销进校园。
记者黄思

湘江湘潭段沿岸将建生态景观长廊

4月25日，
长沙地铁1号线涂家冲站至铁道学院站区间正在施工。图/记者李坤

长沙地铁1号线穿越
国内
“最高风险段”
本报长沙讯 地铁涂家冲站至铁道学
院站区间被列为国内地铁开挖“最高风险
段”。4 月 25 日，两台盾构机成功穿越京广
铁路和新中路立交桥，并经过 14 天的后期
沉降监测。承建单位中铁二十五局集团公
司涂家冲站至铁道学院站区间副总工程师
程杰透露，两台盾构机穿越这个区间时，最
终以桥墩间沉降仅 2.95 毫米（远小于桥梁
设计机构允许安全沉降 8 毫米）微小影响值
的优异成绩，创造了国内地铁穿越重要构
筑物的影响值控制新高度。
程杰透露，京广铁路在南二环以南的
一个低洼地段穿过，穿越的地铁隧道顶部
距京广铁路钢轨仅 8.7 米，并且大部分为极
不稳定的垫层地段。盾构穿越京广铁路和
新中路立交桥区域为地质断裂带，交错分
布有富水砂卵石层、粘土层等不良地质，最
大风险区段长 750 米。
为确保铁路行车和立交桥结构本身
安全，对盾构机下穿京广铁路、新中路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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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桥方案进行多达 12 次专家论证，后在
广铁集团的大力支持下对京广铁路实施
多达 33 次封锁，施工“纵横抬梁”，将铁路
架 空 ，消 除 盾 构 穿 越 时 地 层 沉 降 对 铁 路
的影响。
“盾构机下穿京广铁路，不仅仅加固铁
轨，还要加固芙蓉路与南二环交会的新中
路立交桥。”程杰介绍，盾构机穿越时，京广
铁路上的列车减速至 45 公里/小时。
盾构机过新中路立交桥期间，南二环
不封路，怎样确保车辆通行安全呢？程杰
介绍，去年花了半年时间，对新中路立交桥
桥墩加固，在盾构区间两侧的桥墩与桥墩
之间打桩、注水泥浆，让盾构机掘进的整个
地块形成稳定的整体。
新中路立交桥车流量大，为防止沉降，
中铁二十五局还在盾构机穿越的三组桥墩
旁架设了支顶钢柱，确保每天上万辆机动
车安全通过立交桥。
记者斯茅庚 通讯员涂战平 徐泽东 陈子鸿

新闻、广告、发行三线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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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湘潭讯 4 月 25 日，记者从
湘潭市规划局获悉，
《湘潭湘江风光带
修建性详细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
）
原则性通过审批。湘潭市计划将湘江
湘潭段两岸共84公里长沿线建成两条
生态景观长廊，
与长沙和株洲衔接。
风光带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沿线
每一千米左右设一个公交站点，郊区
间隔或许远一点。市民也可以骑自行
车游玩，沿线还将铺设连续的滨江自

行车绿道系统，
同时绿道自行车租赁服
务点覆盖半径800米，
沿途设置站点105
个左右。规划中还提到，
湘潭将布置旅
游客运码头 3 处、货运码头 8 处、船舶
服务中心 1 处、救助中心 1 处等，结合
主要景点布置游船停靠点10处。
湘潭市相关部门表示，目前湘潭
市并无确切全部完工日期，但是沿江
风光带的修建已列入湘潭市的重点
工程项目。
记者肖洋桂

运毒品被民警发现，
嫌疑人忙说是化妆品
本报岳阳讯 4 月 20 日至 22 日，
岳阳警方在京港澳高速公路羊楼司
收费站、衡阳市、武汉市武昌区等地
先后抓获 5 名犯罪嫌疑人，现场缴获
毒品海洛因 669.1 克、冰毒 50 克。
4月20日晚上7点多，
京港澳高速
公路羊楼司收费站，岳阳市公安局禁
毒支队毒品检查站和君山公安分局禁
毒大队民警拦截了一可疑车辆。驾驶

员是张某，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是黄
某。黄某的斜挎包中装着两块白色物
品。民警问：
“这是什么？
”
黄某说：
“化
妆品。”民警当场检验，发现是海洛
因。驾驶员张某说，
正准备前往武汉，
把毒品卖给金某。于是民警前往武汉
抓获了金某。张某的上线李某也被抓
获。同时落网的还有一名吸毒人员廖
某。
通讯员张萌 记者吴可

[超薄快读]
省直机关八百余人骑行倡导低
碳出行 4 月 25 日上午，由省直工
委组织的“倡导低碳出行、共建美丽
湖南”为主题的大型骑行活动在长
沙橘子洲头举行。来自湖南省直单
位 的 30 个 厅 局 系 统 的 800 余 人 参
加了本次活动。
记者谢功梅

直招士官首次试行网上报名
今年直招士官工作即将启动，
并首次试行
网上报名。普通高等学校男性应届毕业
生在5月20日前可登录
“大学生网上预征
报名平台”
进行报名（网址http://zbbm.
chsi.com.cn或http://zbbm.chsi.cn）。
记者徐海瑞 通讯员徐赞军 镇瑜

湖南省公布新消防安全重点单
位界定标准 日前，湖南省公安厅
印发《湖南省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
定标准》，这份新的界定标准新增了
包括 3A 以上风景名胜区、重点报刊
和网站的新对象。
记者吴可 通讯员陈苹

潇湘晨报名编名记第四站走进
岳阳 4 月 27 日下午 2 点，将在岳阳
市公安消防支队举行“潇湘晨报名编
名记市州行”通讯员现场招募及培训
交流会。你可以在交流会现场报名
成为通讯员，也可登录潇湘晨报官网
www.xxcb.cn 报名。
记者黎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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