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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刘鑫

清明小长假将至， 高速公路出行哪里易
堵？ 如何避堵？ 3月22日至23日，湖南省高速公
路监控指挥中心联合湖南省气象服务中心、
905高速交通广播召开清明假期出行服务专题
研判会，并发布《2016年清明期间路网运行态
势研判专报》（简称《专报》），为车主出行支招。

何时最堵？
4月2日10时

4月2日零时至4月4日24时 （清明小长
假） 期间， 7座及以下小客车可免费通行全
省高速公路。 届时， 全省高速公路将迎来车
流高峰。

据 《专报》 统计预测， 今年清明假期，
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流量约1087万台次， 同
比增长18%左右。 4月2日将达285万台次，
为假期车流最高峰。

由于4月1日恰逢周五， 预计当日午后车
流就会逐渐攀升， 15时至19时车流将明显激

增并持续至晚间。 预计4月2日上午10时为车
流最高峰。

4月3日至4日上午， 预计车流稍有回落，
但会出现间歇性小高峰。 4月4日清明节当天
13时至24时， 返程车流骤增， 再度形成高
峰。 4月5日午后， 全省高速车流将逐渐回归
正常状态。

为何拥堵？
不文明驾驶是一大主因

清明假期， 全省高速公路车流主要为中
短途返乡祭扫的小车车流。

据 《专报》 分析， 四大主要原因造成清
明假期高速公路容易拥堵：

一是容易因大型货车占用超车道引发跟
随车流的缓行与拥堵。 二是容易发生因小客
车乱挤乱插、 频繁变道等不文明驾驶造成刮
擦和追尾事故。 三是容易因一般性事故占用
行车道造成拥堵。 四是容易因一般性事故引
发后续连环刮擦和追尾等次生事故， 从而造
成更大范围的拥堵。

哪里拥堵？
长张、沪昆等7条高速

《专报》预计，今年清明假期，以下7条高
速的路段和站点最容易拥堵：

长张高速长益、 益常段； 京港澳高速郴
州、公平、冠市收费站，伞铺至王拾万收费站
路段，安子坪大桥、雨花立交桥，荣家湾至岳
阳收费站路段； 沪昆高速白马垄大桥至湘潭
北收费站路段、 潭市收费站； 二广高速邵永
段；夏蓉高速河源洞隧道、文明收费站，水龙
特大桥至五盖山隧道路段； 张花高速舒家湾
隧道至凉亭垭明洞路段，老庄隧道、猛洞河收
费站等；长沙绕城高速西南、西北段。

长沙西、长沙、雨花、小塘、邵阳南、岳阳、
金鱼石、邵东、湘潭、羊楼司等十大收费站将
是全省车流最大收费站。

进服务区加油仍然是服务区拥堵的首要
原因。

易拥堵的服务区主要有： 京港澳高速的
宜章、永兴、耒阳、雁城、朱亭、巴陵、平江服务

区；沪昆高速的水府庙、宝庆、洞口、安江等服
务区；长张高速的宁乡、益阳、长沙、太子庙服
务区；包茂高速的怀化服务区；二广高速的蓝
山、邵阳服务区。

如何避堵？
绕行其他高速或国道

《专报》为车主提供了清明假期主要高速
公路出行避堵指南。

长张高速长益段：往返于长沙、益阳的车
辆可选择319国道和宁乡大道出行，或选择金
洲大道至宁乡转益宁城际干道直抵益阳。

京港澳高速长潭段： 长沙城北片区前往机
场可经长永高速至黄花收费站； 中心城区可直
接上机场高速通行；往来长沙、株洲的车辆可经
长浏高速至黄花枢纽互通转长株高速通行。

京港澳高速临长段：来往于岳阳、长沙的
车辆可选择107国道、平汝高速绕行。

沪昆高速湘潭段（殷家坳互通-塔岭互
通）：往怀化、邵阳、娄底等市州的车辆可选择
长韶娄、娄怀高速通行。

62名副处以上干部
双向挂职锻炼

湖南日报3月23日讯（记者 孙敏坚 通
讯员 余果）我省今年又将选派33名省直单
位干部到基层挂职2年，29名县市区干部到
省里挂职1年。这是记者从今天召开的2016
年全省干部挂职锻炼工作总结集训会上了
解到的。

近年来，我省通过上派、下派等多种挂
职方式锻炼干部，取得积极成效。 自2013年
起，我省从省直单位累计选派了133名干部
到县市区挂职锻炼，从县市区选派了118名
干部到省直单位挂职锻炼。 此次即将开展
挂职锻炼的62名干部均是副处级以上干
部，3月底前需抵达新岗位。 其中，下派到县
市区的干部分别前往除长沙、 湘潭外的12
个市州挂职。

会议透露， 挂职工作将继续注重在基
层一线、 艰苦地区和复杂岗位培养和考验
干部， 并对干部在挂职期间的表现情况进
行全面考察考核， 考察结果作为挂职干部
今后安排使用的重要依据。

又讯 （记者 孙敏坚 通讯员 肖彬）记
者从今天召开的2016年省直机关年轻公务
员到基层锻炼工作总结集训会上获悉，继
去年选派37名省直机关年轻公务员到乡
镇、 街道等地锻炼后， 我省今年又组织了
22名没有基层工作经历的省直机关年轻公
务员 （科级）， 分赴株洲县、 湘潭县、 湘
阴县、 涟源市所属的基层单位挂职锻炼一
年， 3月底前到岗工作。

双休日天气转晴
湖南日报3月23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张翠）当前我国南方多地日降水量
突破历史同期极值， 华南前汛期提前半个
月开启，湖南也加入了此轮降水过程，湘中
及以南的降水量普遍达50毫米以上。 好在
我省的本轮降水过程今天接近尾声， 明天
开始雨水间歇。 26日至27日，一个阳光明媚
的双休日在等待我们。

19日以来，湖南出现连续强降雨，部分
地区雷电、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频发。 湘中及以南的累计降水量普遍达50
毫米以上，湘东南最突出，累计降雨量均在
100毫米以上，局部达200毫米以上。省气象
台预计，24日至26日，大部地区以多云间阴
天天气为主，湘西、湘南局部有弱降雨；27
日至28日全省晴天到多云。 气温方面，24日
受冷空气影响，省内气温有所下降，26日后
气温将明显回升。

涉嫌严重违纪

3厅干
接受组织调查

湖南日报3月23日讯 （本报记者） 今
天， 湖南省纪委通过三湘风纪网分别发出
通报， 湖南省政府办公厅原副厅级干部欧
爱国，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
日报社） 党组副书记、 社务委员、 总经理
皮林，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
日报社） 党组成员、 社务委员刘树林， 因
涉嫌严重违纪， 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3月24日上午10时， 长沙海关联合
淘宝网， 将推出中部海关“网络第一
拍”： 长沙海关2015年罚没的违法入境
海外相机、 镜头、 U盘、 固态硬盘等3C
商品， 将以低于市场价30%至50%的价
格进行拍卖。

40个标的进口3C产品便宜到 “爆”
长沙海关介绍， 此次是中部海关首

次对罚没商品在网上进行拍卖， 共40个
标的进口3C产品参与拍卖， 起拍价总计
245万元。

从淘宝网页面信息来看， 拍卖分为
“超值尊享”、 “进口元器件” 两大类。
前者包括佳能、 尼康、 索尼的单反数码
相机以及镜头， 后者则是Intel及“金士
顿” 牌U盘、 固态硬盘、 “三星” 及

“海力士” 牌内存条等。
拍卖品起拍价格从1.2万至15万元不

等， 乍看很高， 实际上这些商品是按箱
为单位“打包” 拍卖， 每个标的下都包
含几十个到几百个产品不等， 所以， 折
算成单价就很低了。

目前最令人瞩目的标的是35号拍卖
品，一批索尼、佳能相机和镜头。截至23日
中午， 已获近10万人次围观， 其中佳能
600D相机， 折算下来起拍价1064元/个，
仅为市场价的1/3。

参与竞拍五步搞定
参与竞拍有什么要求和门槛？

长沙海关表示， 凡具备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的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
加竞拍。 在淘宝网首页点击“海关罚没”
专题即可进入拍卖页面。

竞拍流程分五步： 交保证金、 出价
竞拍、 竞拍成功、 支付货款、 完成收货。

目前， 40个标的都已有交纳保证金
的报名者， 其中竞争最大的拍卖品是
194个intel120G固态硬盘， 有29个报名
者竞拍。

根据国家法律规定， 报名者竞拍成
功后， 需要缴纳4%的佣金给拍卖公司，
这笔佣金将与货款同时支付。

产品质量如何保证
海关低价拍卖罚没物资是否意味商

品质量有问题？
公开拍卖是海关罚没物资主要处理

方式之一， 一般情况下， 拍卖价格都明
显低于市场价， 拍卖所得全部上缴国库。

过去， 长沙海关不定期委托拍卖行，
通过现场举牌竞价来拍卖罚没物资。 相
对于传统拍卖， 网上拍卖参与方式更简
单、 信息展示更详细、 拍卖过程更透明，

“阳光度” 进一步提高。
长沙海关提醒消费者， 这次长沙海

关在淘宝网公开拍卖的3C产品全部是进
口正品， 拍卖清单及描述以中国检验认
证集团湖南有限公司出具的 《理货检验
报告》 和 《补充理货检验报告》 为依据，
供竞买人参考， 但拍卖人与委托人不对
拍卖标的做任何规格型号、 品名、 品牌、
厂家及产地等保证及承诺。

为清明假期高速公路出行支招
4月2日零时至4月4日24时， 7座及以下小客车可免费通行全省高速公路

中部海关“网络第一拍”今天开拍———

“淘”罚没3C产品
价格相当诱人

学习气象知识
3月23日，道县气象局，工作人员向小学生介绍称重式雨量传感器。 当日是世界气象日，道县

气象局对公众开放，向参观者介绍气象观测、天气灾害预防、天气预报等知识。
何红福 曹峰 摄影报道

� � � �湖南日报3月23日讯（陈新 王俊）今天，湘
江流域一级支流首座水质自动监测站———捞刀
河站正式投入运行，由此，长沙可全天候自动监
控捞刀河水质， 为湘江水质保障又添一道重要
监控关口。

长沙市开福区环保局负责人介绍， 自动水
质监测站位于捞刀河入湘江口处， 此前由人工

取样监测， 该站运行后可全天候自动监控水质
中氨氮等多种参数，能及时、准确地反映捞刀河
入湘江口水质状况、生态环境变化趋势、突发环
境灾害与社会性污染事故的环境影响， 既起到
预警水体污染作用， 确保湘江流域市民用水安
全， 又能为政府职能部门的环境保护决策提供
科学的依据。

湘江添水质监控关口
湘江流域一级支流首座水质自动监测站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