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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春运 安全回家

本报2月4日讯 （记者 陶海音
通讯员 袁钢 朱志清 宋化初 ）记
者从铁路部门获悉，京广高铁在节
后返程高峰期增开的8列夜间动车
组，从2月4日起开始售票。

据湖南铁路部门介绍，京广高铁
在节后返程高峰期增开8列夜间动车
组，分别为：2月14日至15日，长沙南
至广州南G6153、G6155、G6161次；
武汉至广州南G2555、G2557次；2月
15日至16日， 武汉至广州南G2551、
G2553、G2559次。 上述高铁火车票
于2月4日18时起开售，如有疑问请拨
打12306客服电话咨询。

本报2月4日讯 （记者 陶海音
通讯员 刘星海） 今天是南方的农
历小年夜， 客流高峰继续保留高
位，在返乡大军中学生客流已悄悄
消失，有效的减轻了广铁春运的运
输压力。据统计，截至2月4日，广铁
集团共发送寒假学生142.4万人
次。

记者获悉，2013年春运共计受
理学生团体票5.3万张， 通过互联
网和电话订票，共售出学生票78.3
万张，到21所院校共计发售学生票
1.5万张；1月17日至24日的11列学
生专列共运送学生5500多人；在各
大车站设置学生专窗193个， 有效
地减少了学生排队购票的时间。

本报记者 唐爱平
通讯员 龚晟

节前客流高峰如期而至。 2月3日，
长沙火车站， 拎着大包小包的人们从各
个方向奔来， 又从这里踏上回家的旅
途。

与以往不同的是， 广场上没有黑压
压等候进站的人群， 售票和取票窗口前
未见排队的长龙， 候车室也井然有序。
回家的人潮中， 少了些拥挤和焦躁， 多
了一份淡定和从容。

自动取票， 20秒搞定
在长沙火车站售票厅， 20多个售

票窗口前， 人们排队买票， 秩序井然。
在这里， 记者没见到预想中的购票“长
龙”， 也没有看到以往的“栅栏分区，
武警站岗， 分段放行” 的“盛况”。

在售票厅的一侧， 是互联网自动取
票处， 一溜排开5台自动取票机。 在网
上买到票的， 带着身份证， 可在取票机
上取票。 “点取———刷证———打印———
取票”， 自动取票机上， 显示着取票步
骤。 提前20天在网上买好票的谭女士，
在自动取票机上取了两张票， 一张长沙
到武昌的硬卧票， 还有一张武汉到广州

的高铁票， 只用了20秒钟； 一位男士取
了3张票， 一共只用了24秒钟。

由于今年电话订票网上订票已实现
全国通取， 旅客在异地订到的火车票，
也可在当地代售点、 车站设立的集中售
取票点以及车站售票厅指定窗口取票，
到火车站售票厅来取票的人也不是很
多。

有了好票， 退差票
记者注意到， 虽然在窗口买票的人

不多， 但退票的人却不少， 排的队伍竟
然比买票的长。 5个退票窗口前， 则排
起了长队， 多的退票窗口竟有20来个人
等着退票。 退票队伍中， 有人在用手机
上网， 有人则用MP4听起了音乐， 耐心
地跟着队伍往前挪。

记者在退票的队伍中问一位姓刘的
女孩， 为什么要把好不容易买到的票退
掉，这位女孩告诉记者，她要回内蒙古过
年，一开始在网上买的票要在北京中转；
后来，在网上又买到一张直达的，所以准
备把原来订的退掉。 另一位姓符的小伙
子，则要把长沙到武汉的站票退掉，因为
他后来又买到了一张有座位的票。

记者注意到， 退票窗口电子显示屏
上提醒旅客， 退票手续费是5%。 刘姑

娘告诉记者， 相比拎上大包小包的中转
颠簸之苦， 5%的退票手续费， 自然算
不了什么了。

务工人员， 购返程票有专窗
在长沙火车站货运站后， 还增设了

一个第二售票厅。 第二售票厅共有20
个窗口， 其中有两个专门的务工人员返
程售票窗， 方便节前到达的务工人员购
买节后返程票。 两位从广州回来的中年
妇女， 在窗口买到了2月16日到广州的
硬座票， 欢天喜地走了。

长沙火车站党群办负责人告诉记
者， 长沙是劳务输出大省， 节后的运输
压力要比节前大。 为了方便外出务工人
员顺利返回务工地， 为务工人员开设了
发售节后返程票的专窗。 节后要返回广
州、 上海等地的务工人员， 凭到达车
票， 便可到这两个专用窗口购买2月13
日至2月28日的返程票。

据了解， 除长沙之外， 株洲、 岳
阳、 常德、 益阳、 衡阳、 郴州、 耒阳、
永州、 张家界、 吉首、 石门县、 怀化、
溆浦、 娄底、 邵阳、 新化、 安化、 涟
源、 冷水江东、 湘乡、 慈利、 湘潭等22
个车站， 也设了专门的务工人员返程票
售票窗口。

本报2月4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江钻）2013年春节期间，我省收费公路（含
机场高速公路和收费桥梁、隧道）将免收
小型客车通行费。 具体时间为：2月9日零
时起，至2月15日24时结束。 免费期间，除
长沙机场高速公路外，其他高速公路免费

道口实行不发卡抬杆免费放行。
根据省政府文件， 此次免费车辆范

围为经法定部门核准的7座及以下载客
车辆， 包括允许在普通收费公路行驶的
摩托车。免费期间，普通收费公路和长沙
机场高速公路实行“一杆一车，验车后免

费放行”的管理模式，其他高速公路免费
道口实行不发卡抬杆免费放行。

为确保免费时段与缴费时段的车辆
平稳过渡，我省高速公路（长沙机场高速
公路除外）在9日零时至6时期间对小型客
车在高速公路入口不发卡，但在出口仍然

收卡；在15日20时至24时期间高速公路入
口发卡，出口收卡；对在上述两个时段有
卡或没有领卡的小型客车，均免费放行。

2月16日零时进入缴费时段后，恢复
平时管理模式。 对在缴费时段无卡的小
型客车，按无卡车进行收费。

本报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李思跃 周后坤

临近年关，新晃侗族自治县晏家乡不
少侗族群众纷纷来到乡农村信用社网点
取款。在往年，晏家乡由于没有金融网点，
侗族群众存款、取款、汇款都需要奔波数
十里路，到邻近乡镇的农村信用社办理。

我省一些边远乡镇， 一度被金融机构
“遗忘”，既无金融网点，也无ATM（自动取
款机）或小额助农取款POS机，导致农民存
款难、取款难、贷款难，国家惠农资金和财
政拨付的涉农款项也兑付困难。 2011年以
来，我省农村信用社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填
补了102个乡镇金融服务“空白” ，圆满完
成了省委、省政府确定的任务。

正能量给力边远乡镇

金融机构空白乡镇，大都处于边远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乡镇人口少，
而且居住分散，金融业务需求不足。 截至
2010年底， 我省仍有金融机构空白乡镇
129个，涉及农村人口300余万人。

省政府部署，两年内实现金融服务覆
盖所有金融机构空白乡镇，并出台正向激
励政策。

2011年8月，省政府常务会议专题研
究全省金融机构空白乡镇金融服务工作，
并决定：对金融机构空白乡镇新设网点予
以全方位、多渠道支持政策，明确每个新
设网点由省财政补贴20万元的开办费，
要求涉农财政资金存放在新设网点，税
务、公安、消防、国土等有关部门和通信机

构给予相应支持。 2011年，全省设立的65
个金融网点， 省财政一次性补贴1300万
元直接到农村信用社。

2012年，省委、省政府将空白乡镇金
融服务全覆盖工作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
并将考核指标直接纳入2012年市州政府
和省政府工作部门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对
新设网点的补贴， 按照2011年确定的标
准不变，即每个网点补贴20万元；对2012
年新设的金融服务工作站，按照每个金融
服务工作站10万元的标准给予财政补贴。

各市（州）、县（市、区）政府也出台相
关配套政策。 郴州市政府、新晃侗族自治
县政府对新设立的金融网点，在省财政补
贴的基础上，分别再补贴每个新设网点10
万元和20万元。

这些激励措施，为我省边远乡镇农村
金融服务全覆盖注入了正能量。

农信社担当主力军

作为农村金融主力军，我省农村信用
社承担了102个金融机构空白乡镇的建
设任务，占全省总任务的80%。

银监部门、 农村信用社通力合作，合
力推进金融机构空白乡镇金融服务全覆
盖工作。 2011年6月，省银监局和省农村
信用联社两次联合发文布置；2011年11
月，省政府金融办督办、调度进度。

怀化市36个金融机构空白乡镇， 多属
“五无”地区：无工商所、无税务所、无公安派
出所、无移动通信、无电信。如何尽快实现金
融机构空白乡镇金融服务全覆盖？省农村信
用联社确定，采取设立营业网点、金融服务

工作站和安装ATM（自动取款机）、小额助
农取款POS机等方式多管齐下；对于网络确
实不通的边远山区，明确由较近的农村信用
社派人开展定时定点金融服务。

省农村信用联社成立以理事长张明
久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并派出8个督查组，
深入边远乡镇开展现场督查，协调当地政
府解决网点建设中的实际困难，并将机构
网点建设任务纳入对办事处、县级行社的
年度考核，与高管绩效工资挂钩，对推进
工作缓慢的县级行社进行问责。 同时，为
了保证新设网点、金融服务工作站按时开
业和正常运转，省农村信用联社进行一月
一调度，对人员不够、确实难以满足营业
需求的县级行社，及时批复金融机构空白
乡镇新设网点的94名劳务派遣用工指标。

两年之内， 全覆盖任务圆满完成。
2011年， 省农村信用联社在65个金融机
构空白乡镇设立营业网点，并于当年全部
挂牌开业。 2012年，安排36个金融机构空
白乡镇的金融服务全覆盖任务。其中，2个
空白乡镇设立营业网点；4个空白乡镇设
立金融服务工作站，开展定时定点流动服
务；30个空白乡镇采取安装ATM（自动取
款机）、 小额助农取款POS机开展金融服
务，均在当年10月底前全面完成。

合力解决“三农”金融服务难题

在宜章县白沙圩乡， 宜章农村商业
银行白沙支行被当地农民称为“自己的
银行”。 2011年，宜章农村商业银行在白
沙圩乡设立白沙支行，并于当年9月挂牌
营业。 截至2012年末，白沙支行各项存款

余额达2615万元，累计办理惠农补贴等代
发业务近10000笔， 累放贷款254万元，
5000多户农户受益。

推进金融机构空白乡镇金融服务全
覆盖，让边远乡镇农民群众同样享受到便
捷的金融服务，促进了农村金融服务均等
化。 但对于金融机构来说，金融服务必须
具有商业可持续性，否则也难以持久。

省农村信用联社负责人给记者算了
两笔账：

第一笔账，是成本效益账。在空白乡镇
新设一个营业网点，一次性固定投入大，包
括征地费、规划费、建管费、通水通电等11
项，需要100万元。 空白乡镇普遍存贷款需
求不足，一个营业网点一年要亏损30－40
万元。而且，农村信用社（含农村合作银行、
农村商业银行）还承担着服务“三农”的重
任，对新设网点的亏损难以承担。

第二笔账，是安全营运账。 由于部分
乡镇没有公安、消防等部门，营业网点存
在较大的安全隐患，操作风险、案件事故
防控压力大。

如何确保边远乡镇金融服务的长期良
性运转，仍需更多的制度性安排，特别是需
要各地落实好省政府出台的各项扶持政
策，协调出台新的优惠政策，探索合力解决

“三农”金融服务难题的有效途径，构建在
边远贫困地区开展金融服务的长效机制，
保证基础金融服务的商业可持续性。

我省一些边远乡镇，一度被金融机构“遗忘”，导致农民存款难、取款难、贷款难，国家惠
农资金和财政拨付的涉农款项也兑付困难。 2011年以来，我省农村信用社发挥农村金融主
力军作用，填补102个乡镇金融服务空白———

长沙火车站：春运高峰不见黑压压人群

本报2月4日讯（记者 刘勇）今天，省内规格最高、规模
最大的年货交易盛会———2013湖南（红星）年货购物节在长
沙落幕。 据组委会统计，自1月23日开幕以来，此次年货购物
节累计迎来85万人次逛展会，成交额超过4.2亿元。

展会期间，来自天南海北的优质粮、油、酒、水果、茶叶、
糖果、干货、腊制品、家电、服装、工艺首饰等，齐聚长沙红星
国际会展中心，为长沙市民提供了少有的吃穿用“一站式”
年货购物平台。 各商家推出诸多优惠促销活动， 吸引市民
“淘”个不停。 省内供销社系统分区组团参展，带来平常难得
一见的乡镇土特产品，引得市民抢购一空，成为此次年货购
物节的最大亮点。

本报2月4日讯（记者 段涵敏）2月4日是“世界抗癌日”，
主题是：“你了解癌症吗？”今天，省肿瘤医院和长沙市疾控中
心专家发出呼吁：癌症重在预防，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并定
期体检，是科学防癌的关键。

省肿瘤医院透露，2012年下半年启动的“城市癌症早诊
早治”项目目前仍在进行中，连续5年，每年为5万名城区40
至69岁常住人口进行免费癌症风险因素评估，并对1万名经
评估发现的高危人群进行免费“五癌”（肺癌、大肠癌、上消化
道癌、乳腺癌和肝癌）体检，长沙市芙蓉区、雨花区、开福区、
天心区、岳麓区等5区拥有本市户籍的常住人口（本地居住3
年以上），年龄40至69岁，可前往居住地附近的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报名参加，高危人群到省肿瘤医院接受体检。

长沙市疾控中心慢性病防治科副科长谢强明介绍，截
至目前，2012年度的免费筛查、 体检工作已经完成近7成。
“五癌”体检项目中，肺癌、乳腺癌、肝癌的免费检测大受市民
欢迎，但消化系统防癌体检（胃镜、结直肠镜检）却少有市民
问津，即使是筛查后被评定为消化系统肿瘤高危人群，也大
多不愿意接受免费的胃镜、结直肠镜检，主要原因是担心胃
镜、结直肠镜检查太痛苦。

事实上，消化系统肿瘤正是高发的癌症之一。 据长沙市
疾控中心死因监测统计结果显示，2011年，长沙市城区居民
恶性肿瘤死因顺位为肺癌、肝癌、结肠、直肠、肛门癌、胃癌、
食管癌、乳腺癌、白血病、鼻咽癌、膀胱癌、宫颈癌。 而对于女
性而言， 死于消化系统的癌症患者仅次于肺癌。 专家提醒：
现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消化系统肿瘤
发病，建议40岁起就开始进行胃镜、肠镜检查。

红星年货购物节落幕
13天累计成交额逾4.2亿元

消化系统肿瘤高发
免费防癌体检项目却遇冷

小客车春节免费通行高速公路
9日零时起至15日24时结束，实行不发卡抬杆放行

百万学生顺利
乘火车回家

京广高铁夜间
动车组4日起售票

2月2日， 长沙火车站， 旅客携带着大包小包行色匆匆地赶车。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春节前夕，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刘广文应全国安全生产
书画展组委会邀请，义务书写春联100副、“福”字100幅。 同
时，组委会还将“平安福”对联制版印刷了3万份，赠送给千家
万户，恭贺新春、祝福平安。 刘谦 汪永贵 摄影报道

种粮大户“认亲”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协办

经济视野economy

边远乡镇迎来现代金融

本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梁军 成琴之

2月4日，农历小年日。 上午，在破旧的土砖房里，湘阴县
杨林寨乡合湖村高定中和其他9位五保户家迎来了一位“特
殊”的客人。 村里的种粮大户杨强为他们送来慰问金和大米
等过年物资，并当场“认亲”：“你们没有儿子，我就是你们的
儿子，有什么困难，我一定尽己所能。 ”

今年33岁的杨强，2000年从湖南师大经营管理专业毕
业，是个半路出家的“种粮大户”。2009年，他带着从深圳打工
挣的40万元积蓄回乡承包本村和邻村的低洼农田1700余亩；
牵头成立了水稻机械化生产专业合作社， 全程实行机械化
生产。去年，他承包的稻田亩产近1000公斤，年纯收入达40多
万元，成为当地的“种田大王”。 村妇女主任付新林说：“杨强
回村搞科学种田，村民都很支持，每到农忙时节，村民们都
会主动帮杨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

送给老人的大米就产自杨强承包的田地。 一天前，他特
意买了包装袋，精选仓库里的优质稻，送到米厂加工，自己
亲手装袋、封口，为老人们精心准备了这份礼物。 “现在我想
尽可能地回报。 今后，老人们有生之年的全部口粮都归我包
了。 ”杨强憨厚地表示。

本报2月4日讯 （记者 陶海音
通讯员 曾勇）2月4日，广铁集团发
送旅客100万人，仍处在高峰平台。
截至2月4日，广铁已售出春运火车
票 1747.4 万 张 ， 其 中 节 前 车 票
1357.2万张，节后车票390.2万张。 2
月5日， 广铁将开行临客122列，分
别由广东地区各站开往湖南 、武
汉、成渝、南昌等方向。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高峰
期乘车出行应遵守车站工作人员
指引 ，注意车站提示牌 ，确保顺利
出行。

另据广铁通报，京广高铁除夕
当天各时段尚有少量余票，大年初
一、 初二及初三票源较为宽裕，铁
路部门提醒，节日期间需要出行的
旅客提前预定，以免耽误行程。

4日发送旅客100万
广铁节前春运客流持续高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