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记者 于振宇）今天是春运第一天，由共青团湖
南省委、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广铁集团长沙车站举办的2019年春运志
愿者“暖冬行动”启动仪式在长沙火车站举行。

据悉，在今年为期40天春运中，团省委和长沙民政职院将组织1000余名
志愿者在长沙火车站、长沙高铁南站、长沙汽车北站为旅客提供引导咨询、秩
序维护、重点帮扶、便民利民、应急救援等志愿服务。在活动前期，该校已为志
愿者开展了岗前培训，同时组织编发了《青年志愿者服务春运“暖冬行动”服
务手册》，努力为来往长沙的旅客提供最优质、贴心的服务。

2019年春运志愿者“暖冬行动”启动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肖强）今天，2019年春运开启，长沙公安交警在
长沙汽车西站举行春运启动仪式。 春运期间，长
沙交警将通过严密的交通防控网络， 全力防事
故、保畅通。

据介绍，从1月21日零时开始，长沙市全面启
动11个春运交通安全检查临时执勤点。 临时执勤
点结合春运期间交通流量、交通违法等情况，借助
缉查布控系统，与日常固定值守、巡逻流动勤务相
结合，形成严密的交通防控网络，把好春运交通车
辆出站、出城、上高速、过境4关。

春运前期， 长沙交警对该市发生道路交通事
故致人死亡且负同等以上责任的， 交通违法记满
12分的，以及有酒后驾驶、毒驾、超员20%以上、超
速50%（高速公路超速20%）以上，或者12个月内有
3次以上超速违法记录的客运驾驶人进行了一次
清理，列入“黑名单”，并通报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督
促客运企业予以解聘， 严格禁止驾驶证记满12分
或者驾驶证被依法吊销的驾驶人参加春运。

全面排查公路客运、 旅游
客运、“营转非”大客车、校车、
危化品运输车、 重型货车、挂
车、 农村面包车8类重点车
辆的违法清零情况及检验
率、报废率。对排查发现
的逾期未检验车辆，一
律扣留并严格依法处
罚； 对排查发现的逾期
未报废车辆， 一律强制
报废并派员监督解体。

长沙交警
全力防事故保畅通

1月21日，怀化南站，旅客携带行李出站。当天，2019年春运大幕开启，至3月1日结束，
为期40天。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 （华声在线记
者 潘梁平）截至今天，华声在线、中国社
会扶贫网“帮帮泸溪”的网络倡议，助推
泸溪椪柑销售累计达50余万公斤，同时
还带动了整个自治州椪柑的销售。

此前，受持续雨雪冰冻天气影响，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多个县农产品滞
销，其中素有“中国椪柑之乡”之称的泸
溪县有11万吨椪柑滞销。1月16日，华声
在线联合中国社会扶贫网， 派出团队前
往现场， 呼吁社会各界“帮帮泸溪”。同
时，联系了京东、比菜价、惠农网、搜农坊
等多个电商平台，还发动长沙、株洲等市
企业、单位组织员工团购。“帮帮泸溪”倡
议，得到中国青年网、未来网、央广网、国
际在线、中国网、今日头条、抖音等多平
台转载支持，应者如云，全国各地的订单
纷纷飞往泸溪。

在华声在线的沟通下， 京东湖南扶
贫馆负责人吴云多次前往泸溪县潭溪

镇、浦市镇现场采购，从农户手中购买的
第一批5万公斤椪柑已经装车发货。

社会各界也踊跃参与“帮帮泸溪”。
农业电商惠农网第一时间组织爱心助销
团队前往泸溪县，5天时间发货近5万公
斤。 宁乡小伙子贺盼看到华声在线的新
闻后，驱车数百公里，将麻溪口村村民宋
四包家的6吨椪柑买走。抖音网红“莉琴”
也来到现场，为自治州椪柑鼓与呼。

这几天，泸溪县椪柑的网上订单迅
速增加。“每天都有1000件以上订单。”
泸溪县红山椪柑负责人谭永峰告诉记
者。浦市镇麻溪口村电子商务服务站负
责人李欢也告诉记者：“每天不断有新
订单进来，就是物流比较紧张，我这里
今天还压了3000件货没发出去。”负责
泸溪全县椪柑线下销售的泸溪椪柑有
限公司负责人李建兵说，“每天都要发
出去超过100吨椪柑， 主要发往长沙、
株洲、山东。”

助推泸溪椪柑销售50余万公斤
华声在线“帮帮泸溪”网络倡议应者如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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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张慧 黄启勇

转乘地铁更方便
“以前转来转去挺麻烦，现在直接进地铁

闸口，比以前快多了。”1月21日，春运第一天，
刚下高铁的旅客王乐，很快就通过“转地铁免
安检通道”直接刷票进闸。

这是今年春运，长沙南站为高铁转地铁2
号线的旅客“量身”开辟的一条“绿色通道”。

长沙南站预计， 今年春运车站日均到站
旅客量逼近10万人次，高峰日可达14万人次。
这其中，近半旅客均有转乘地铁的需求。为了
科学应对春运客流高峰， 方便旅客更加便捷
出行，车站把北1出站口与地铁6号口、南2出
站口与地铁7号口之间实行封闭，设置了两个
免安检区域。凡下了高铁、需要转乘地铁的旅
客，可直接从地铁6、7号口进站，无需再进行
安检。

改乘其他交通工具的旅客则从长沙南站
的北4出口、南4出口出站。

长沙南站工作人员张韬介绍，以往，旅客
转乘地铁需进行“二次安检”，该通道开启以
后，可为旅客节省3至5分钟。

长沙火车站也为旅客快速进站提供便捷
服务。

据介绍， 春运期间乘普铁出行的旅客，
既可在长沙火车站进站口进站，也可在城际
铁路长沙站（锦泰广场）进站换乘，方便旅客
出行。

“反向春运”航班更多
1月20日，张家界直飞柬埔寨暹粒的旅游

包机国际航线开通；
1月19日，长沙首条直飞缅甸曼德勒航线

开通……
今年春运前期， 湖南机场相继开通多条直

飞国际航线，为出境旅客提供更多出行选择。
据介绍，以往春运期间，大多是旅客从大

城市返乡，近年来，出现了不少旅客从所在地
去更大城市，或出国旅游的“反向春运”现象。

针对今年“反向春运”的特点，长沙黄
花国际机场重点增开了长沙往返北京、广
州、深圳等热门地的航班；增加了往海口、
三亚、厦门、福州等热点旅游航线。春运期
间长沙-张家界航班将增至每日6班。

黄花机场还通过与南方航空、厦门航空、
奥凯航空、 海南航空等14家航空公司沟通协
调，新增了32个航点的春运加班计划。

去年春运期间， 长沙出发的出境旅客
增速创历史新高。 记者从省机场管理集团
市场部了解到，去年，湖南飞往芭提雅、芽
庄等东南亚旅游热门地的出境客流增幅最
快。今年春运期间，湖南机场“精准发力”，
加密了飞芭提雅、 曼德勒等国际及地区航
线。

40天春运， 全省机场客流量预计同比增
长13%。期间，黄花机场计划执行加班约3200
架次，为旅客提供300余条航线的出行选择。

高速出行服务更主动
“请您带上一份《2019年湖南高速公路春

运服务手册》，祝您一路平安！” 21日10时，在
省高速公路集团长沙管理处星沙收费站收费
现场，邓虹、李恩琪等志愿者正主动为过往的
司乘人员服务。

他们在服务区设立的“温馨驿站”，免费
为司乘人员提供热水、地图、急救等服务。

今年春运，预计全省高速车流总量将首次突
破1亿辆次。为保障旅客安全畅通出行，省高速公
路集团着力加强了对司乘人员的主动服务，预计
在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配备近万名志
愿者，为司乘人员提供多种便民服务。

去年，我省新开通了7段高速公路。春运
期间，怎么走新高速？如何避堵？近万名高速
志愿者将为司乘人员免费赠送20万册春运服
务手册，提醒车主增强主动错峰出行意识。期
间，志愿者们还将参与交通秩序维护、咨询引
导、便民服务、应急救援等春运服务。

为有效防范可能遇到的恶劣天气影响，
全省高速公路收费员将主动增强对驾驶人员
的安全提醒。

春运期间， 各收费站入口车道均将设置
道路通行信息提示牌， 电子显示屏将滚动发
布安全通行提示。

车主从收费站人工车道上高速时， 收费员
将对车主主动进行“请减速慢行，谨慎驾驶”“进
入高速公路前请做好防滑措施”等提醒。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通讯员 彭司
进 田丽 记者 陈昊）“来，麻烦您给我示
范一下。”1月20日， 在保靖县迁陵镇杨
家村92岁的村民田石秀家，奥运冠军邓
亚萍向老人虚心请教，学习薄膜套装柑
橘保鲜技术。田石秀手把手教，邓亚萍
有板有眼地学。看了两遍后，邓亚萍终
于将椪柑包装得有模有样，她很开心地
向大家展示自己的劳动成果，惹得众人
哈哈大笑。

田石秀告诉邓亚萍，受冰雪雨雾天
气影响，家里还有几万公斤椪柑没卖出
去。邓亚萍拉着老人的手，安慰老人。她
将老人扶着坐下， 叮嘱其注意身体，柑
橘销售大家会一起帮着想办法。

在村民欧宏广家，邓亚萍剥开一个

椪柑，细细品了起来。她说：“这个椪柑汁
多味甜，特别好吃。我要多想点办法，帮
大家把柑橘卖出去。”

一旁的保靖县柑橘办主任金贤生
告诉邓亚萍， 该县柑橘种植总面积有
15.6万亩，去年总产量达11.5万吨，其中
椪柑约6.4万吨。目前，尚有部分椪柑待
销。县委、县政府及时组织，广泛宣传发
动，积极帮助果农销售柑橘，取得了一
定成效。

春节将至， 杨家村柑橘销售看好。
邓亚萍在返程路上，看见不断有车辆进
村收购、装运柑橘，她十分高兴。当晚7
时，邓亚萍和保靖县就柑橘销售签订了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通过其团队的运
作，帮助保靖销售柑橘。

奥运冠军邓亚萍
到保靖助销柑橘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记者 邹靖方 通讯
员 王诚）1月18日，省市场监管局开展“端窝
捣点”行动，对电器取暖、消防产品进行专项
执法。

省市场监管局组织长沙市质监局执法人员
对长沙市开福区顺生电器厂、长沙市芙蓉区蓝安

消防器材维修服务部进行执法检查。
长沙市开福区顺生电器厂是一家生产销

售电取暖器（烤脚器）的企业，地址位于长沙
市天心区暮云街道， 该厂存在产品质量不合
格，冒用他人厂名、厂址，生产厂址与实际厂
址不符等问题。

长沙市芙蓉区蓝安消防器材维修服务部
是一家维修经销消防灭火器的企业， 地址位
于长沙市芙蓉区马王堆街道火炬二片4栋，该
服务部存在维修销售不合格及无3C认证消防
灭火器的违法行为。

长沙市开福区顺生电器厂和长沙市芙蓉
区蓝安消防器材维修
服务部的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
品质量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
例》、《消防产品监督
管理规定》 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 长沙市质
监局将依法对该两企
业从严查处， 对违法
产品全部予以封存。

省市场监管局开展“端窝捣点”行动
对电器取暖、消防产品进行专项执法

春运出行，服务更精准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 （记者 邹靖方）每
人3分钱，就能帮助两个处于困境中的家庭。
今天，网络互助计划“相互宝”公布了第一批
通过核查的互助申请，两名因意外导致重伤
的成员，将分别获得超过2300万“相互宝”成
员共同承担的30万元大病互助金，而对于每
位参与者来说仅需分摊0.03元。

“我特别感谢‘相互宝’里这么多‘家
人’的关爱，当初替孩子申请加入，其实没
想到用上，生命是最重要的，希望每个人都
能平安健康”，其中一名受助女童的母亲表
示。公示信息显示，这名来自湘潭的8岁女
童在过马路时不幸遭遇车祸， 导致颅脑损
伤，并于2018年12月16日在湘潭市中心医
院接受了开颅手术， 符合等待期内意外致
病申请互助金的条件。

另一例互助申请来自广东汕尾一名
12岁女童，其因意外坠落导致重伤。第三

方调查公司经过对两起案例成员及家属面
访、事故发生地及医院走访后，进一步核实
了情况。

根据规则，公示期持续3天，期间如无
其他成员提出异议， 本月28日将进行首次
互助分摊。

数据显示， 截至2018年底，“相互宝”
（包括“相互保”）总用户数已超过2700万。
年轻一代有着较强的保障意识， 参与的用
户中，30岁以下的占到了46%，甚至超过了
“上有老下有小” 的80后34%的所占比例。
另有12%的用户除自己参与外， 还为子女
报名获得一份保障。

除了为未成年子女申请加入外，“相互
宝”还新增了为配偶加入功能。成员可在个
人“相互宝”页面找到“为家人加入”入口，
按提示填写配偶信息、确认健康要求后，即
可同家人一起享受大病互助保障。

“相互宝”公布首批两例互助案例
湖南8岁女童获30万元互助金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 （记者 周月
桂）湘西椪柑大面积滞销，拼多多、惠农
网等电商企业出手相助。 新电商平台拼
多多联合我省多地的拼多多商家， 将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 泸溪等地的
滞销椪柑纳入拼多多“年货节”大促清单
中；惠农网积极对接全国商超和采购商，
目前已经开始大量走货； 泸溪当地电商
服务站也加入到助销队伍中。

目前古丈椪柑正在拼多多热卖，泸
溪、 永顺等地商务局纷纷联系拼多多商
家帮助销售滞销椪柑。据了解，拼多多利
用“社交拼单”的方式，能从3.86亿消费
者中迅速归集海量需求， 通过产地直发
方式，高效促成“农产品上行”。拼多多负
责人介绍，通过年货节秒杀等活动，拼多
多店铺推出的5000单、7000单湘西椪柑
都在7小时之内迅速售罄。 从2018年12
月20日到1月21日， 单个店铺可卖出50

多万公斤湘西椪柑。
惠农网负责人介绍，日前，惠农网得

知泸溪椪柑滞销后随即赶赴泸溪， 协调
当地有电商服务能力的服务商统一组织
货源，统一对接，目前产地已经具备一件
代发、通货采购等多种供货方式，实现了
产地供应保障。 经过连续几天对接全国
商超和采购商、选品分级、确定包装物流
等，目前已经开始大量走货，售卖泸溪椪
柑超过10万笔。

泸溪县商务局负责人杨涛表示，受
椪柑价格和保鲜存储等因素影响，2018
年收获季节来泸溪收购椪柑的客商数量
相比往年大幅度减少， 该县电商服务站
点积极销售滞销椪柑，比如，泸溪县浦市
镇黄家桥电商服务站通过“双十二电商
节”网红主播的推广，在网上销售了该县
的浦市红橘， 黄家桥服务站还直接销售
麻阳的冰糖橙和古丈的青柑。

湘西椪柑滞销 电商出手相助

精准扶贫在三湘
� � � � 1月21日，一年一度的春运拉开大幕，回家的选择越来越多了，
铁路、公路、民航的服务也越来越精细化、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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