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 闻 热 线 ：0731-84326110����� 发 行 热 线 、 投 诉 ：0731-84316668 、84315678、84329777 ��� 广 告 热 线 ：0731-84329988 ����� 本 报 地 址 ： 长 沙 市 芙 蓉 中 路 一 段 440 号 邮 编 ：410005

2012年3月28日 星期三 编辑/郭辉 图编/李梓延 见习美编/陈青青 校对/张郁文A16黄页

800002939 106580007846新闻热线电话：84326110 http://sxdsb.voc.com.cn

W
长沙未来几天天气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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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供水公司 0731-85133333
长沙电力投诉 95598���长沙新奥燃气 95158
价格举报电话 12358
长沙市公共客运管理处 0731-84303488
长沙城管投诉热线 0731-88665110
国安网络 0731-8277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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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
小雨转阴
13～22℃

后天
小到中雨转小雨

11～16℃

今天
多云转阵雨
14～23℃

市民期待新公交卡，最关心旧IC卡如何退 长沙公交投作出回应

押金条没了，视情况退换公交IC卡
本报3月27日讯 还过4天长沙即将发

行新型公交IC卡，不少市民开始在各充值
点咨询退卡事宜。 新事物带来了新的问
题，今日，长沙市公交IC卡管理中心就市
民关心的问题授权本报做出回复。

疑问１：什么样的旧卡可以退
回应：按照IC卡的退卡制度，卡片完

好无损， 没有划痕没有弯折没有破损的，
可以退还乘客10元押金。

疑问２：没押金条了能退卡吗
回应：长沙市公交IC卡开始发行时长

沙物价局批的价格为30元，但取消月票后
IC卡推不动， 于是公交投公司贴了20元，
把卡的价格降为10元。2003年想推行实名
制， 但有人投诉实名制侵犯了隐私权，所
以在2006年采取押金条的方式。

但后来又有市民认为押金条不方便，
而且当时电信等单位都逐渐实施实名制，
所以公交投又推出公交卡实名办理。从
2006年到2010年4年时间里， 公司都呼吁
市民前来登记实名， 但很多市民还是没
来。

对于非实名制、无押金条的补、退卡
纠纷，2006年公司出台了一个补、 退卡流
程办法。 市民填写一张补卡或退卡申请
表，填上最近三次充值时间、地点及常乘
坐的公交路线。“如果有80%以上内容正
确， 我们就能认定这张卡为本人所持有，

会受理补、退卡申请”。
需要注意的是，无押金条补、退卡手续

只能在赤岗冲市公交IC卡管理中心才能
办理。

疑问３：旧卡是不是一定会淘汰
回应：并没有强制规定市民退M1卡，

是根据市民自身的爱好和需求来选择。如
果市民觉得自己以后不会乘坐地铁，也不
会使用公交卡进行小额支付等用途，只需
要用IC卡搭乘公交车， 那完全没有必要
换。

有新卡需求的乘客，不用担心旧卡余
额， 市民可以将卡内余额用完再办新卡，
也可以办理新卡时把余额转到新卡。

疑问４：新卡押金为何要17元
回应：这是长沙市物价局经过反复调

查和测算核定的价格。当时预备推出新卡
时， 市物价局城调队进驻公司近一个月，
了解新卡的制作流程。 包括白卡采购成
本、后期制作费等。

4月1日，在新卡发行时，长沙市物价
局会贴出成本公告告知市民。

以前的M1卡有一定的局限性， 一张
卡只有一个密钥，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方法
对卡片进行非法充值或复制，带来很大的
社会安全隐患。 而CPU卡采用一卡一次一
密，具有很高的安全性能，并且应用范围
更广。 ■记者 彭可心 杨艳 实习生 陈龙

本报3月27日讯“以前
不知道还有干眼症这种病。”
家住长沙市德润园小区的张

晴晴是一名办公室文秘， 每天对着电脑工
作至少在5小时以上。最近她总感觉眼睛干
涩、酸胀，好像有东西“卡”在眼睛里。滴了
眼药水后， 视力却明显下降， 她到医院一
查，竟然患上了“干眼症”，差点导致失明。

随着电脑族的逐渐增多，干眼症患者
频频出现。长沙市中心医院眼科的朱学春
主任介绍，干眼症是指各种原因引起的泪

液质和量或动力学异常导致的泪膜不稳
定，引起眼部不适。每天在电脑前工作3小
时以上的人群中，90%的人眼睛有眼干、眼
痒、视力下降等不适症状，大部分是干眼
病的表现。

预防干眼症要做到以下几点：1、 多眨
眼。2、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3、每天适当饮
绿茶。4、合理放置电脑。5、常做眼保健操。
6、紫外线强烈时准备墨镜或偏振光眼镜。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涂晓玲 洪铮敏
通讯员 朱文青 李晶

天天对电脑，小心“干眼症”

健康

城北服务点：湖南佰联车盟服务有限公司
电话：82065999�82065995

城西服务点：
湖南当代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电话：88901631�84118553

直属服务点：望达汽车专家
电话：88855342�89827558 城东服务点：湖南丰都汽车服务公司

电话：89920408

星沙服务点：云龙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电话：84030205�84030305

芙蓉南路服务点：
广汽丰田坤宝天心店院内
电话：89878118

城南服务点：
老交苑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电话：85580202�85656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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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车在长沙遇小事故也能快处快赔

拨本报热线，免费领“服务指南”

服务 本报3月27日讯 “发生
了小事故， 驾驶员都会掏出

手机猛拍，特写挺多，全景一张都没有。”
今日上午， 交警支队快处快赔直属服务
点，民警手把手地教驾驶员如何用手机拍
照取证。 交警部门联合本报发放50万份
《长沙城市道路交通事故快处快赔宣传
卡》， 拨打本报热线0731-84326110免费
领取，城区交通事故快处快赔尽在掌握。

手机拍，特写要全景也要
“很多驾驶员都会犯同一个错误：只

拍特写不拍全景。” 什么样的事故照片符
合要求呢？民警说，关键内容要齐全。

发生轻微事故撤离现场前，驾驶人拍
照要尽量反映交通事故发生状态，包括现
场所处地点(道路信号、标志标线等)、事故
车辆车型特征 (路面刹车印、 散落物位置
等)、事故车辆的车牌号码、撞击部位以及
损坏情况等。

最好站在离车辆15米左右的前后方拍
摄。如果事故地点位于车道上，拍照时要注

意避让周围车辆，避免造成二次事故。

外地车进长适用快处快赔
哪些事故可适用快处快赔？ 城区有6

个点可任意选择。
长沙交警支队与湖南省保险行业协

会联合印制了50万张“长沙城市道路交通
事故快处快赔宣传卡”， 今日起市民可在
交警部门各教育处罚、车驾管窗口，交警
岗亭，保险公司领取。

同 时 ， 拨 打 本 报 热 线 ：0731—
84326110，也可以免费领取。

“只要发生在长沙城区范围内（含星
沙）的道路上，上午7点至晚上8点发生的
未造成人员伤亡的， 车辆损失在2万元
以内且双方车辆均能自行驶离现场的
两车或多车互碰的交通事故， 都可以快
处快赔。”

请记住，快处快赔中心对外服务时间
为9:00—19:00（冬季）9:00—19:30（夏
季）9:00—17:00（节假日）

■记者 黄娟 通讯员 张旭

交通 本报3月27日讯 记者
今天从长沙市嘉年华公交公
司了解到，3月28日， 该公司

809路公交车路线进行局部调整。
调整后的809路从东七路公交首末站

（中铁轨道集团）发车，按原线（经东七路、
螺丝塘路、东六路、远大路、红旗路、人民

东路）至东二环路口后改直行人民路、（左
转）曙光路、（左转）桂花路至桂花路高架
桥下，往返运行。

据了解，809路调整后线路单程长度
仍为18.1公里，营运时间、配车数和票价
暂时维持原定不变。

■记者 杨艳

809路公交车路线调整

3月27日， 长沙市韶山路， 一辆脏兮兮的面包车后窗玻璃上被人写上了
“注意卫生”四个字。看来车太脏，路人也会有意见啊。 记者 范远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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