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8.4��星期一 编辑 戴岸松 图编 李梓延 美编 陈阳 校对 李辉

华声重点·地铁揭秘A09

地铁能不能通宵运营？技术上没问题，但从安全性考虑，它需要“下班”
休整。每天晚上10点半至次日凌晨6点，是长沙地铁2号线列车的休息时段，
位于长沙县黄兴镇的黄兴车辆段与综合基地则是2号线12辆列车的大本
营，它们每天“下班”后都在那里集合，并接受例行检查。

核心提示

体验

长沙映山红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贷款卡，卡号 ：4301010
000739233声明作废 。

遗失声明

●本人男 55岁退伍军人丧偶忠
厚健康经商家境好寻真诚持家
女牵手夕阳 13631569452亲谈

男 48岁丧偶退伍后经商幽默风趣
随和独居情感空缺真心诚觅体贴
持家女士相伴晚年 15250158355

上海信而富金融信息服务有限
公司长沙分公司遗失湖南省长
沙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3 年 3 月
5日核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
及 IC 卡，代码号 :06223158-4，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银华矿业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遗失税号为 430103574343598
的国税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以上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全禧婚恋相亲活动 13974929380
真诚一对一相亲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交往请慎
重 ， 谨 防 受 骗 ， 切 勿 盲 目 经 济 往 来

联谊 交友

转让 租售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5653588

高收空调、厨具、桌椅
办 公 用 品 等13607480245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搬家 回收

招生 招聘

贵酷集团出品的优质白酒、芒果
汁、苹果醋饮料招各地代理商。
招商热线:18374875188 陈总

白酒饮料厂家招商

专业办理信用卡额度大，下卡快，无前
期费用 18627545812

任意普通麻将,不偷不换,想变
就变,把把自摸,批万能程序,透
视眼镜,扑克筒子分析仪,教实
战牌技、可送货上门。 长沙火车站万怡
酒店 2楼 8231房

万变麻将

13787310502

娱 乐 设 备
娱乐之用 严禁赌博

你炒股、我垫资
按天数计息，有用才算 84257918

招商投资理财咨询

各类大小项目借款， 三百万起
贷，地域不限，个人，企业均可手
续 简 单 、 利 率 低 ， 放 款 快 。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咨
询

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审核对
方资信产品，切勿盲目经济往来，谨防受骗

1万配资 10万。 13397513388
我出资你炒股炒期货

大额资金寻项目合作。 企业、
个人项目借款， 各类项目融资
投资：房地产、矿业、电站、农
业、林产、养殖、交通、学校、新
建项目在（扩）建工程等。 区域
不限轻松解决资金困难。
电话：028-68998787

深发投资

自有雄厚资金寻项目：
水电、矿产、林业、农业、
煤矿、 房产、 在建工程
等。 手续简便

鑫泽投资雄厚资金
全国直投

咨询：028-66659991

18674615999沈省 内 农 村 信 用 社
中信银行逾期记录消除

大额资金支持企业及各类项目
融资借款，200 万起贷， 利率低
放款快速，轻松解决资金困难！
028-68999111（银丰投资）成都
市顺城大街 269 号富力中心 14 层

雄厚资金 全国直投

空乘，机场地勤，海员，高铁乘
务，日、韩语，100%包对口高薪
安置。 联系:马 13574897026

长沙明照职专招生

5-50万，下卡快，无前
期费用 18574390026办理大额信用卡

实战牌具
低价安装麻将机程序，宽范围扑
克分析仪, 桌上无需放东西，一
对一透视眼镜。 筒子,密码麻将，
白光扑克等。
长沙晚报对面 134 6767 1788

招聘搬运工

财运来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594898

有无抵押当天放款 13975300000
南辰借款

资金直投中小企业项目融资，
及个人贷款，无抵押无担保
50 万-1000 万手续简便下款快，
外地可。 15205165865唐经理

快速下款
公告声明

有闲散大额资金投资可合作
项目。 全国直投，寻居间代理

大额资金投资

18623080456中洲
投资

星沙卡友：86170370

律师 调查

九头鸟调查事务所
0731-82241122 Http：//www.gzjtn.com
法律商务咨询,行踪、婚姻找人债务。

非手术———

一根根“植入式”增发
非手术，一
根根“植入
式”增发，少
多少， 增多
少。 可做小
平头， 前发
际， 往后背
头。 女发增
密， 增发遮
白发， 物理
方法变黑。

咨询热线：0731-
89831328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
223号湘域中央 1号楼 911室
www.hayija.com/cs/

8983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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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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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此广告抵 元500

毛坯房（高桥）长沙大道华雅国
际财富中心 1707 室，出租或出售。
电话：89922332、13974881144 唐

228m2 高档写字楼招租

51 间客房，面积 1630m2，700 万
跳楼价急转。 18907371289杨

岳阳步行街宾馆急转

麻将，双手不离台，任何牌都可以。三
万变五条，也知道未摸的牌，扑克，斗
牛，三公，金花，跑得快。不会不收费。
人民路朝阳
家润多正对面 老字号13467668666

澳门千王大额资金寻项目直投（房地
产、矿业、电力、能源、旅游、
交通、在建工程、酒店、学校、
医院 、加工等）区域不限
028-68081093 68081083
青羊区顺城大街凯乐广场

海融投资 各类借款

028-68988888 18811182888
网址：www.wlyfxym.com 加盟 QQ：159815698

五粮液福喜迎门酒特惠招商
�������您要发财吗？ 您要出人头地吗？ 那就请加
盟五粮液股份公司福喜迎门酒！ 该酒品质优
异，是中国酒协特别推荐产品，尤适婚宴寿宴
喜庆宴。 价格低，利润高，央视网正热播“福喜
迎门”微电影喜剧片及赠车、广告费、业务员工
资等市场支持，特惠诚征县市级以上总经销商！

5-100万，银行利率低，3天放款
电话：18932464432、88626668

公积金信用贷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报纸发行全省 网上发布全国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广告洽谈 QQ：2953974391
50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8446480113875895159广告洽谈热线：

因新项目拓展需要，招聘广告
项目运营总监一名，高级策划
文案 2 名，广告客服代表 5名。
要求：市场开拓意识强，具相
关从业经验，有自带项目者优
先。 公司承诺给予一定的自由
发展空间，待遇从优。
联系电话：84464801
QQ：602058576

诚聘广告精英

三湘都市报分类广告部（鼎极文化）

模拟驾驶室主要用来培
训地铁司机， 司机理论过关
之后再通过模拟驾驶室进行
实际操作， 培训周期至少一
年。 模拟驾驶室旁边是教员
处， 教员会在电脑上设置车
门无法关闭、 列车冲突等各
种故障。

尽管通宵没睡， 市民牛
建东5岁的儿子牛立恒还是
很兴奋， 跃跃欲试的小家伙
第一个进了模拟驾驶室。

大家围在教员处的电脑
显示屏上围观“最小的地铁
司机”如何掌控地铁，在教员
使出杀手锏设置“前方出现
钢管障碍”时，牛立恒驾驶的
地铁不幸“撞毁”，虚惊了一
场的牛立恒走出模拟驾驶室
对爸爸说，“地铁司机一点都
不好当，幸好是模拟翻车，真
正的翻车是很恐怖的！”

在看见模拟驾驶室屏幕
上发生突发事件时， 牛建东说
他“心跳会加速、不知道如何应
对”，他这才真正体会到长沙地
铁那群年轻的90后地铁司机
“个个业务素质都不简单”。

本报记者与市民夜探地铁大本营
观摩车辆检修和售票机系统，还过了把地铁司机瘾

长沙地铁2号线每晚10点半结束运营，
次日凌晨6点又开始“上班”，市民也许会好
奇，“下班” 的地铁列车去哪儿了。8月1日晚
上10点半，三湘都市报记者和10名幸运市民
一起来到位于长沙县黄兴镇的黄兴车辆段
与综合基地，在那里找到了答案。

列车也要“下班”
工人们又在忙啥？

长沙地铁2号线每天有12辆列车在隧道
里跑。晚上10点半一到，各个地铁站陆续关
闭入闸口，列车开始纷纷驶回黄兴车辆段与
综合基地。

“主要是对行车安全相关部分做日常技
术检查，每天都要做例检。”负责给市民们讲
解的吕少帅介绍，日检一般是两个人配合进
行，一个人维修，另一个人监督，保证做到万
无一失。

除了日检，列车还要接受双周检、季检
和 年 检 ， 双 周 检 在 运 营 公 里 数 达 到
3500-5000公里时进行，主要是对易损件进
行检查，再对部件做清洁润滑。

列车在接受检修的同时， 隧道下方钢轨
和头顶的接触网也要接受检查。 深夜的隧道
里空气有些闷热， 汗流浃背的工人们首先给
钢轨打磨除锈， 再用超声波数字探伤仪探明
钢轨焊缝有没有出现变形，“万一钢轨有变形
肉眼是看不出来的， 必须要用超声波挨个挨
个探，每天要从深夜12点做到凌晨4点半。”

有幸被抽中观摩长沙地铁2号线检修
后，长沙市民彭磊当晚坐高铁从广州直接赶
到观摩现场，观摩后他感叹说：“幕后人员太
辛苦了，工作很到位，感觉坐长沙地铁出行
安全有保障。”

长沙地铁2号线19个
车站均设有自助售票机，
晚上10点半结束运营后，
地铁工作人员会对自助售
票机的票箱进行清点。

“只有值班站长和客
运值班员两个人同时使用
门禁系统， 才能进入这个
票务室。”在现场讲解的工
作人员介绍，“两个人用专
用钥匙打开纸币钱箱后，
用验钞机先进行清点，确

认和自助售票机读取的数
字一致后，再存放在保险柜
里，第二天早晨再将整理好
的5元纸币配给车站客服中
心售票员循环使用，整个过
程必须在第二天凌晨4点前
完成。”

“自助售票机只能接受
5元、50元和100元的纸币，
和验钞机一样，能自动识别
假钞。” 在现场讲解的工作
人员介绍， 在2号线刚开通

的头一个月，自助售票机本
来支持10元纸币购票，但每
周消耗的一元硬币高达70
万枚左右，给提供硬币兑换
服务的银行造成了较大压
力，后来便取消了10元纸币
购票功能，“乘客可以找车
站客服中心换5元纸币或者
硬币。”

■记者 叶子君
实习生 孙嘉琦
陆红英 刘雅婷

售票机很“挑剔”
为何不收10元纸币？

模拟驾驶
过把地铁司机瘾

8月2日1点，市民参观长沙地铁2号线隧道。 记者 赵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