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3月15日讯 长沙地铁1
号线上半年就要通车了， 交4989
元培训费， 就能当1号线的安检
员？ 在收到一些同学的咨询求证
信息后， 长沙轨道集团近日通过
其官方微博澄清， 他们从未委托
任何中介机构对外公开招聘安
检、安保人员。

根据学生发来求证的“招聘
公告”截图，公告“招聘”的岗位是
长沙地铁1号线安全检查员，共招
150人， 工资待遇在 2000元至
5000元之间。公告有三个要求：年
龄在18岁至35岁之间； 身高男
165厘米以上， 女150厘米以上；
培训费为4989元。

近日， 长沙轨道集团通过其
官方微博澄清说， 他们从未委托任
何中介机构对外公开招聘安检、安
保人员，请广大市民谨防上当受骗。

长沙轨道集团同时提醒，所
有关于长沙轨道集团招聘的消息
以其官网、官方微信、官方微博三
个渠道发布的为准。

■记者 叶子君 实习生 夏之潮

本报3月15日讯 为确
保长沙机场大道（机场联络
线）提质改造施工，长沙机场
大道（机场联络线）从2016年
3月17日零时起至2017年12
月31日24时止封闭施工，禁
止车辆通行。 ■记者 黄娟

本报3月15日讯 在
长沙城区， 市民给纯电动
汽车充电将更便捷。今日，
记者从国网长沙供电公司
获悉， 该公司今年拟投资
2250万元在长沙市城区新
建15个城市快充站， 以满
足乘用车的需求。

据国网长沙供电公司

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该
公司在长沙已建成10个快
充站， 给公交车提供充电
服务。 今年拟新建的这15
个城市快充站， 每个站投
资约150万元，将向纯电动
汽车提供充电服务。

“每个快充站将设4至
8个充电桩， 每个充电桩功

率为60千瓦，采取直流快充，根
据车型不同， 一台车充电快的
只要一二十分钟，70%左右的
车辆在半个小时内可以充满
电。”他说。

目前，15个快充站正在选址
阶段。 市民可拨打该公司电话
85915209，推荐合适的地址。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张恬

本报 3月 15日讯
到长沙县最繁华商业
街———板仓路两厢去逛
街， 不用担心路上太堵
了。 历经三个多月提质
改造后， 板仓路于近日
放开交通， 经过提质改
造， 原横在空中的管线
全部下地， 路面从水泥
混凝土路面变成沥青路
面后， 宽度也由原来的
不到两车道拓宽到双向
四车道。

以东升路为界， 板仓
路分段进行了提质改造，
今日放开交通的是东升路
至开元路段，长约1.6公里。

施工方中国建筑股
份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
人尹乐明介绍，开元路至
盼盼路段的板仓路还在
持续施工中，将被拓宽至
双向六车道， 预计今年9
月可完工。

■记者 叶子君
通讯员 盛政敏 史莎

2016.3.16��星期三 编辑 李青 图编 覃翊 美编 聂平辉 校对 刘湘A07 要闻·民生

■记者 叶子君 实习生 夏之潮

本报 3月 15日讯 最快到
2021年前， 就可以坐着地铁去黄
花机场了。 长沙市轨道交通第三
轮建设规划（2016-2021）近日启
动环评公示， 根据公布的第三轮
规划， 长沙到2021年前将新开6
号线和7号线一期两条线，并再增
5条延长线。

此次做环评公示的第三轮建
设规划（2016-2021）新增线路长
约121公里，设站83座，包括1号
线北延一期、2号线西延二期、4号
线北延线、5号线南延线、5号线北
延线、6号线、7号线一期。 其中，6
号线连接湘江新区和黄花机场，
共设车站32座，将分三段实施（详
见A01版）。

目前， 长沙市轨道交通第二
轮建设规划（2012-2020）所包含
的3、4、5号线一期工程、2号线西
延一期， 总长96.3公里的地铁线
路已全部开工建设。

根据长沙轨道集团的安排，
未来长沙地铁将保持每年开工一
条、建成一条的速度，至2021年建
成线网总规模约264公里。

而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和综合
交通规划， 长沙远景规划12条地
铁线路， 线网总长度将达456公
里。12条地铁线全部建成后，再加
上城市轻轨，长沙的轨道交通占公
交出行比例约50%。

此次环评公示将持续至3月
24日，市民可通过信件、邮件或电
话的形式就本轮建设规划有关对
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递交给长沙
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
地址为长沙市雨花区杜花路166
号，电话为0731-86850860。

本报3月15日讯 今日， 记者从
长沙供水有限公司获悉，该公司将进
行福元路改管并网工作，3月17日9：
00至17:00，开福区福元路（北二环-
车站北路）沿线两厢地区将停水。

为配合长沙市地铁施工建设，
该公司将进行地铁4号线桐梓坡站
改管并网工作，3月18日8:00至19
日8:00，河西桐梓坡路以北区域及
部分高远程地区将停水， 整个河西
片区的水压、水量将减小。

■记者 陈月红

本报3月15日讯 记者今天从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获悉，3月16
日、17日的7时至20时，长沙城区每
天有3条线路计划停电。

据了解，3月16日窑岭变372融
圣线、金龙线、石岭塘变336市府Ⅱ
回等三条线路计划停电， 影响范围
包括：芙蓉区的融圣国际、人民路排
污提升泵站、杨家码头、望龙村部、
加特玻璃、沙石场、杉木四队、杉木
五队、杉木港机台、杉木七队、杉木
小学、东港砂石厂、杉木八队、杉木
九组、杉十一队、杉木十队、邓家河
机台和岳麓区的新华分社、（市人民
检察院）、杜鹃路路灯、档案局、毛泽
东文学院。

3月17日林岸线、窑岭变302融
汇线、 林海变322林塘线等三条线
路计划停电，影响范围包括：雨花区
的栗塘小区、 栗塘小区三期、 湘水
郡、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指导中心、
同升村、同升湖国际学校、通程同升
湖山庄、长潭佳园、东宸林海、郡原
美村一期基建、郡原美村三期基建；
芙蓉区的融圣国际、颐美园、友谊集
团超市、计生委、佳润新城、百脑汇
和雨花区的湘水郡小区、栗塘小区、
新兴村、联盟村、新兴村土地塘、牛
头村、白竹砖厂、白竹村、白竹瓜子
厂、强龙瓦业有限公司、新兴村部、
长潭佳园、长访公路开发公司、水利
厅防汛物资厂库、东宸林海基建、东
宸林海、边山村、牛头家具厂。

■记者 肖德军

5年内新建地铁6号线和7号线
还会再增5条延长线 长沙市轨道交通第三轮建设规划启动环评，请你提意见

便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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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年内将新建15个电动车快充站

板仓路提质后通车，路面拓宽一倍

又讯 作为长沙县县
城对接长沙市区的一条
东西向主干道， 开元西
路提质改造完毕， 明日
验收。

开元西路提质改造
段西起锦绣路、 东至东
升路，长约1.74公里。

提质改造不仅对路
基和桥梁进行了加宽，还

对绿化进行了提质，特别是
栽植了大量香樟、 栾树、银
杏等大型乔木， 铺满了约
1.5万平方米的石竹、 三色
堇和金盏菊等，长沙县重点
工程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一到春天， 整条路便是一
道花红叶绿的景观，媲美五
一大道。” ■记者 叶子君

通讯员 盛政敏 史莎

开元西路验收，景观媲美五一大道

长沙机场大道
施工交通管制

交4989元
当地铁安检员？
别上当

长沙市区进入黄花机场车辆
请选择机场高速；

禁行车辆请按以下线路绕道：

1

离开黄花机场的车辆请走机
场高速。

经长永高速从黄花机场过
境的车辆，请从长株高速绕
行， 即长永高速—长株高
速—机场高速—市区等；

经长永高速、长株高速进入黄
花机场车辆，请从机场高速绕
行，即长永高速—长株高速—
机场高速—黄花机场；

2

3

4

长沙城区明后天
6条线路停电

福元路、桐梓坡路
等地将停水

3月15日，长沙县板仓路（东升路至开元路段）提质改造完成后，正式放开交通。板仓路是长沙
县最老也是最繁华的商业街，历经三个多月建设后，原横在空中的管线全部下地，路面宽度也由原
来的不到两车道拓宽到双向四车道。 记者 田超 摄

交通·辟谣

交通·管制

交通·提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