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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3日讯 长沙
市公安局今日通报“天网工
程”建设及应用情况，截至目
前全市由政府投建的公共监
控摄像头已达5万个，摸底登
记的小区、门店、单位等自建
视频监控点18.6万将逐步与
天网对接。2015年1月至8月，
全市公安机关直接利用“天
网工程”视频图像串并、侦破
各类刑事案件4700余起，抓
获犯罪嫌疑人2300余人，破
案作用率达57%。

高清红外摄像头
夜晚也能拍清脸

上午10点， 三湘都市报
记者在长沙市公安局110指
挥中心大屏幕上看到， 长沙
“天网工程”已与全国警用地
理信息系统实现对接， 在全

市的电子地图上， 分布着许
多摄像头图标， 民警用鼠标
点击其中任意图标， 画面就
立即切换到该摄像头的监控
范围，实时情况一目了然。

2011年启动建设的长
沙“天网工程”，截至目前由
政府投建的公共监控摄像
头已达5万个。案件高发地
区、人流集中部位、小区出
入口等公共区域，实现“人
过留面、 车过留牌”。 民警
介绍，案件高发部位和人流
高度集中部位全部采用高
清红外摄像头，即使在夜间
也能清晰地捕捉人的面部
特征和活动轨迹。

“天网”侦查破案
也能服务民生

长沙“天网工程”建设在

将视频监控技术用来加强治
安防控和侦查破案的同时，
也全面拓展到各项社会管理
服务中。

交警部门利用“天网工
程”在交通高峰时段实时监
控过河过江桥梁、隧道和交
通堵点的车辆通行情况，发
现交通拥堵，第一时间派出
警力进行现场疏导。 同时，
利用“天网工程”卡口系统
实时分析过车流量、车牌自
动识别、 车辆轨迹实时追
踪、嫌疑车辆布控并自动报
警，为处置交通案、事件还
原现场。

此外， 民警还运用视频
监控还原事件真实过程，为
群众解决在日常生活中遇到
的矛盾纠纷等事件。

■记者 黄娟

9月23日晚，长沙市万家丽路快速高架桥，在路灯照耀下整个道
路像一条金光大道。 记者 田超 摄

本报9月23日讯 万家丽
路快速高架桥作为长沙贯穿南
北方向城区的快速通道将于10
月1日零时起恢复通行。

今日， 长沙市交警支队通
报沿线通行指南， 方便驾驶员
提前掌握通行线路。

【具体措施】
全线将实施“五限”

万家丽路快速高架桥除了
全线禁止一切车辆停放外，交
通也将实行“五限”。

●限速： 万家丽高架桥路
段属于城市快速路， 主线段机
动车行驶速度禁止超过80公里
每小时； 临中央隔离墩内侧两
股车道最低车速不得低于60公
里每小时， 最外侧车道最低车
速不得低于50公里每小时。

●限车：为避免超重、超高
车辆等对快速高架桥设施的损
害， 万家丽路快速高架桥全线
禁止载货汽车、专项作业车、摩
托车、非机动车、人力三轮车、
人力车、行人通行。

●限高： 禁止装载高度超
过4.5米的车辆通行。

●限载： 全线禁止总质量
超过40吨的车辆通行。

●限行：从2015年10月1日
零时起至2016年9月30日24时
止， 万家丽路洪山路口禁止机
动车由北往东左转通行； 万家
丽路福元路口、 万家丽路匍园
路口、万家丽路营盘路口、万家
丽路古汉路口、 万家丽路凌霄
路口、万家丽路远大路口、万家
丽路荷花路口、 万家丽路人民
路口、万家丽路朝晖路口、万家
丽路长沙大道路口、 万家丽路
木莲路口、 万家丽路湘府路口
禁止机动车由北往东、 由南往

西左转通行， 禁止机动车由北
往北、由南往南调头行驶。

【通行提醒】
高架互通并非四通八达

长沙市交警支队交警提醒
广大驾驶员， 三一大道及长沙
大道高架互通并非四通八达。

三一大道互通东南西北口
都设有定向匝道，但由西往北、
由北往西方向不能通行； 长沙
大道互通东、南、北口设有定向
匝道，但由南往西、由北往西方
向不通，西口未设置定向匝道，
长沙大道西往东车辆均只能通
过桥下路面通行。

●万家丽路北往南方向：福
元路及万家丽路福元路口以北
方向的来车如需往洪山路、三一
大道（西）、匍园路方向，不要上
高架桥通行， 只能通过辅道转
向通行； 由高架桥下浏阳河大
道、火炬路、营盘路、远大路的
车辆均要在鸭子铺路出口下桥
通过辅道通行； 由高架桥下朝
晖路、长沙大道（西）的车辆均
要在人民路出口下桥通过辅道
通行； 由高架桥下曲塘路的车
辆要在劳动路出口下桥通过辅
道通行； 由高架桥下木莲路的
车辆要在劳动路出口下桥通过
辅道通行。

●万家丽路南往北方向：
湘府路及万家丽路湘府路口
以南方向的来车如需往木莲
路、香樟路、曲塘路方向，不要
上高架桥通行，只能通过辅道
转向通行； 由高架桥下荷花
路、远大路、古汉路的车辆均
要在人民路出口下桥通过辅
道通行；由高架桥下浏阳河大
道、鸭子铺路、匍园路、洪山路
的车辆均要在营盘路出口下
桥通过辅道通行。

主线高架道路北起万家丽路福元路北口,南至万家丽
路湘府路南口，全长约为16.5公里，北向南依次有福元路
上下行匝道、三一大道互通、鸭子铺路上下行匝道、营盘
路上下行匝道、远大路上下行匝道、人民路上下行匝道、
长沙大道互通、劳动路上下行匝道、香樟路上下行匝道和
湘府路上下行匝道。 ■记者 黄娟

5万“电子警察”全方位护卫长沙城
18.6万个社会自建监控点逐步对接“天网”

名词

自“天网工程”投入运行3
年多来，长沙公安机关直接利
用天网视频图像先后成功侦
破望城区“2014·7·21”抢
劫杀人案、 岳麓区“2015·
1·26”故意杀人案等一系列
案件17000余起。

服务民生
1月-8月，全市公安机关受

理群众申请调阅查看“天网工
程” 视频图像4500余起，帮
助群众找回丢失行李物品、调
解处理矛盾纠纷1500余起，
找回迷路和离家出走的儿童、
老人、智障人员60余人。

资讯

本报9月23日讯 26日上午9
点，由长沙市住建委主办，长沙市燃
气热力管理局、 长沙燃气燃具监督
检测中心、 长沙新奥燃气有限公司
承办的“湖湘千人公益跑”将举办盛
大启动仪式， 即日起向社会公开招
募千名市民参与。

作为长沙市住建委以“关注燃
气安全，共创平安生活”为主题的三
大公益活动之一， 公益跑旨在推广
和普及燃气安全使用知识。 全民广
场舞公益大赛、 万人宣誓公益大会
也将在10月举行。

市 民 可 拨 打 报 名 热 线
13548629040 （ 周 先 生 ）、
15717506032（邓女士）参与，26日8
点在岳麓山东门游客服务中心前坪
集合，凭身份证领取物资。

■记者 周舜

湖湘千人公益跑
邀您关注燃气安全

本报9月23日讯 今天，记者从
梅溪湖投资（长沙）有限公司（下简
称梅溪湖公司）获悉，保障房三期即
梅溪湖西片保障性住房项目将在
10月竣工交房，届时梅溪湖国际新
城将新增保障性住房2920套。据
悉，该项目完成后，片区保障性住房
将达11922套。

记者了解到， 梅溪湖国际新城
保障性住房项目中保障房一期、二
期已在去年交付使用， 目前已完成
1527户、3025人的安置工作。

“2017年，四期建成后将再新增
5738套保障性住房。”梅溪湖公司工
程建设部部长董文明介绍， 梅溪湖
雷锋科技城保障性住房项目（即梅
溪湖国际新城保障性住房四期）已
在今年4月动工， 计划2017年建成
完工。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文艳

梅溪湖将新增
保障房近万套

侦查破案

万家丽路快速高架桥

天津机场检验检疫局工作人
员近日从来自香港的某航班旅客
行李中查出一箱月饼，因其馅料中
含猪肉、火腿等，对其进行了退运
处理。检验检疫人员提醒：我国禁
止携带或邮寄肉馅月饼入境。

据检验检疫人员介绍，农业部
与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发布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禁止携带、邮寄进境的
动植物及其产品名录》规定：含有
肉类成分的月饼及火腿月饼等产
品，禁止携带、邮寄入境。一经检疫
查验截获，检疫人员均要求对其做
截留销毁或者退运处理。

目前，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
等国家禁止含有肉馅和蛋黄成分的
月饼携带、邮寄入境。广大旅客应事
先详细了解目的地国家对携带物、
邮寄物的检疫要求，不要携带、邮寄
含有检疫风险的物品。 ■据新华社

肉馅月饼
禁止携带邮寄入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