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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2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
员 江钻） 为期3天的清明小长假将于5日开
启。 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今日召开保
畅专题会发布，5日零时至7日24时，全省高速
公路对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实施免费通
行政策。预计假期前后共5天（4日至8日）全省
高速公路路网车流保持较高位运行， 出入口
总流量约1507万台次，较去年增长约18.7%。

根据历年清明期间路网数据分析， 预测
今年清明期间（含假期前后各一天，共5天），

全省高速公路流量走势呈“M”型，前高后低，
预判峰值日出现在5日（假期第一天，清明节
当日），峰值流量约为373万台次，较去年增长
16.5%；7日为假期返程高峰。

预计4日午后起， 全省路网流量逐渐攀
升，15时至22时期间激增明显并持续至深夜；
5日为假期峰值日，10时至12时抵达峰值；6
日，流量稍有回落；7日，短途旅游返程车流叠
加区间返城车流， 当天13时至24时车流将骤
增；8日,流量迅速回落。

预判长张高速长沙至益阳段，长韶娄高速
长沙段，京港澳高速岳阳段、长沙段，沪昆高速
湘潭段、 邵阳段， 沪昆高速与益娄衡高速共线
段，长沙绕城高速西南、西北段以及各景区、陵
园附近高速路段，为清明期间易堵路段。

其中， 长张高速长沙至益阳段车流预计
将持续饱和运行，4日、7日预计出现井喷式增
长。从广东方向前往益阳的车辆，可走二广高
速转益马高速； 长沙方向车辆可通过长韶娄
高速转益娄衡、益阳绕城等高速通行。

清明小长假
出城请避堵

长沙交警发布交通
运行分析研判报告

湖南日报4月2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
讯员 肖强）今天，长沙公安交警依托大联
合交管中心数据分析平台、 高德地图，结
合历年清明节期间道路交通特点和规律，
发布了清明节期间道路交通运行分析研
判报告，引导市民合理选择出行线路。

今年清明节放假时间为4月5日至7
日， 预计4月4日午后车流量开始增加，14
时至19时增幅明显且将持续至22时。4月5
日至7日上午车流量有所回落，7日14时开
始将出现返程小高峰，直至24时进出城通
道车流量逐步减少。

根据分析研判，可能出现交通拥堵的
高速公路出入口主要有：京港澳高速长沙
收费站、黎托收费站、李家塘收费站，长潭
高速学士收费站， 长张高速长沙西收费
站，长韶娄高速岳麓收费站等。出现交通
拥堵的进出城道路主要有： 猴子石大桥、
岳麓大道、云栖路、银盆岭大桥、长沙大
道、二环线、金洲大道。出现交通拥堵旅游
景点、 陵园以及娱乐商圈周边道路主要
有：大托、五一大道、三一大道、枫林路、烈
士公园东门、动物园、植物园等。

根据《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关于开展
湖南省专业特色智库评选工作的通知》（湘
宣电﹝2017﹞74号），经过单位申报、资质审
核、专家评审等程序和环节，现将入选省专
业特色智库（不含省级重点智库下属专业
特色智库）进行公示（排名不分先后）。

公示期为2018年4月2日至4月9日。在

此期间，如对公示对象有异议，可通过来函
来电等方式实名反映和举报。 反映和举报
的问题必须真实、准确。举报人将受到严格
的保护。举报受理单位：省社科规划办，联
系电话：0731—82216244， 电子邮箱:hn-
shekeban@163.com, 手机：15084913766
（仅限受理短信举报）。

湖南省专业特色智库
入选结果公示

智库名称 所在单位 智库类型

湘潭大学中国区域发展与治理研究院 湘潭大学 高校智库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故事传播研究中心 长沙理工大学 高校智库

湖南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 湖南农业大学 高校智库

湖南绿色发展研究院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高校智库

湖南创新发展研究院 湖南科技大学 高校智库

民族地区扶贫与发展研究中心 吉首大学 高校智库

湖南省廉政建设协同创新中心 湖南商学院 高校智库

湖南省新型城镇化研究院 湖南城市学院 高校智库

湖南省党的创新理论研究和学习服务中心
中共湖南省委讲师团

湘潭大学
党政部门、
高校智库

湖南省教育战略研究中心 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科研院所智库

湖南省经济建设与投资决策研究智库
湖南省国际工程咨询中心

有限公司
企业智库

湖南远景经济发展研究院 湖南远景经济发展研究院 社会智库

� � �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
2018年4月2日

湖南日报4月2日讯 (徐德荣 唐曦 李
爱成 )今天上午，衡阳市“我们的节日———
清明”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纪念湘
南起义90周年清明祭扫活动，在耒阳市烈
士陵园举行。当地青年学生和解放军官兵、
烈士后代、机关干部等各界人士共1万余人
参加，为革命先烈献花鞠躬。

90年前，湘南大地风云激荡，朱德、
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中共湘

南特委发动了湘南起义。 耒阳是湘南起
义中后期指挥中心和主战场， 也是朱毛
会师的出发地， 为保卫湘南起义成果作
出了重要贡献。

据悉，这次清明祭扫活动是衡阳市
纪念湘南起义 9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
衡阳市还将陆续推出革命遗址修葺 、
诗歌朗诵、党史座谈 、红色书法展等活
动。

衡阳举行纪念湘南起义90周年
清明祭扫活动

湖南日报4月2日讯（记者 戴鹏 通讯
员 张和生 罗颖 ）“洣水汤汤，鹿原苍苍，
千古炎帝、万世敬仰。”今天上午，炎陵县
举行戊戌年清明社会各界祭祀炎帝陵典
礼， 当地各界人士及游客3000余人参
加。

清风玉润，炎帝陵显得格外庄严肃穆。
9时28分，祭祀典礼开始。全体肃立，击鼓
九通，鸣金九响，鸣炮奏乐。身穿古装的小
伙抬着供品， 从祭祀广场前端缓步拾阶而

上， 庄重地将贡品敬献于供品台上。“巍巍
罗霄兮 ，涛涛洣水 ；楚尾吴末兮 ，眠吾
始祖……”近1000名合唱队员在大殿前台
阶上，齐声高唱《祭炎帝》。

据了解， 炎帝陵是全国爱国主义教
育示范基地、国家4A级旅游景区。“炎帝
陵祭典”已成为一个涵盖音乐、舞蹈、文
学等多个领域的综合性文化载体，2006
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

炎陵县举行祭祀炎帝陵典礼

5日零时至7日24时
小车免费通行高速公路

预计4日15时起高速公路车流激增，长益高速车流将持续饱和

长张高速长益段避堵绕行建议：从长沙绕
城高速西北段的黄花塘收费站（K87+581）下
高速（金桥收费站往南3公里），进入枫林三路
西行，再转319国道至益阳上高速，或直接走
金洲大道、银城大道至益阳上高速。

沪昆高速湘潭段 （殷家坳互通—塔岭互通）
避堵绕行建议： 方案一， 从株洲东收费站下，转
211省道经时代大道、芙蓉大道，至湘潭西收费
站上S61岳临高速，经塔岭互通转G60沪昆高速。
方案二，从G60沪昆高速龙头铺枢纽互通转S21

长株高速，经干杉枢纽互通转G0401长沙绕城高
速，经学士枢纽互通南行，经赤江枢纽互通进入
长韶娄高速， 经道林枢纽互通转岳临高速，经
塔岭枢纽互通转沪昆高速。同时，前往怀化、邵
阳、娄底等地的车辆也可选择与沪昆高速平行
的长韶娄—娄怀高速通行。

长韶娄高速道林至赤江段绕行建议：从长
沙出发，沿金洲大道西行，从岳临高速白箬铺
收费站上高速南下至道林枢纽互通再转S50
长韶娄高速西行。

■链接

湖南日报4月2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
员 吴多拉）今天，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召开全省
公安交警系统视频会议，部署清明节假期全省
道路交通安保工作，要求各地向社会公布清明
交通研判情况和交通组织预案，公布辖区道路
危险路段和事故多发地段，提示安全出行注意
事项，引导群众错峰、错时出行。

4月5日至7日是清明小长假， 预计今年清
明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总流量为1050万
台次，同比增长13%。据预计，清明节假期3天全
省道路流量总体呈现“V”型态势，即假期第一
天、第三天全省道路流量大，第二天全省道路
流量相对较少。 假期每天9时至10时和14时至
16时为全省高速公路流量高峰，假期前一天12

时至17时全省高速公路迎来出行小高峰。农村
道路和通往陵园墓区路段的交通压力较大，预
测4月5日全省道路将迎来假期流量高峰日。

全省各级公安交警将开展安全大检查，督
促客、货运企业落实GPS动态监管等各项安全
管理制度，杜绝“带病”的车辆和驾驶人上路。
加强通往墓区、景区道路的交通组织，增设临
时停车区域，确保车辆有序停放、高效通行。以
交通饱和度高的京港澳、沪昆、长常3条主干高
速公路为重点， 综合采取交通诱导远程削流、
合理调控应急分流等交通管理措施，严防发生
长时间、长距离、大范围交通拥堵。

会议还总结通报了去年12月1日至今年
3月31日开展的“冬春攻势”战果。

我省部署清明假期道路交通安保工作

引导群众错峰错时出行

重要节点绕行线路

缅怀先烈
4月2日，衡阳市南华大学医

学院青年志愿者在“衡阳抗战纪
念城” 碑前祭奠先烈。 清明节前
夕， 人们纷纷来到烈士陵园开展
祭扫活动，缅怀先烈，寄托哀思。

夏文辉 曹正平 摄影报道

�荨荨（紧接1版）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更需
要弘扬这种精神。

“这组报道让我们对湖南实业发展，
特别对工程机械产业发展充满信心。”中
国铁建重工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刘飞
香表示，正如文中所指出的，创新是湖南

“智造”迸发生机活力的原动力，数字化
驱动是工程机械产业实现战略转型的关
键；面临新一轮变革，铁建重工将努力实
现高端地下工程装备产业的智能化、绿
色化、高端化。

“这组报道使我们备受鼓舞，深受启
发。”中车株机公司磁浮系统研究所所长

佟来生表示， 轨道交通装备是我国高端
装备“走出去”的代表作，中车株机从研
制国内第一台电力机车， 到将产品出口
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 生动践行了实业
兴邦、产业报国的理念。中车株机将加大
创新力度， 助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战略，为实现“交通强国”贡献自己的智
慧和力量。

国科微电子公司品牌宣传总监刘敬
致电记者：“这组报道展示了一批实业家的
激情与豪迈， 让我们感受到了湖湘实业的
魅力， 更加激发了我们年轻人实业兴湘的
壮志与豪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