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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26日，长沙磁浮快线试运行

“他们既不收谢金、又
不收谢礼，我只好手写一封
感谢信， 表达我的感激之
情！”5月 5日上午， 长沙市
民邓女士将感谢信送到了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物业
公司，对拾到她13万元现金
如数归还的保安队员表示
感谢。

5月3日凌晨，长沙市轨
道交通集团物业公司3名保
安黄长庚、余红辉、王建新
例行对火车南站西广场负
一楼停车场进行巡视，很快
发现一辆白色湘A牌照起亚
小轿车副驾驶座的车窗敞
开着。 几个人凑近一看，车
门随手可以打开，后座上还
放着两瓶红酒。

同行的三人拿出手机
拍照、打开车门，这时才发
现车辆后座下面还有一个
红色布袋。几个人打开一看
惊呆了：里面一沓沓现金装
得满满的，过细一点，居然

有13万元。
二话没说，几个人立即

上报总值班室并将财物存
入公司保险柜，并在公安部
门的协助下，于3日上午9时
联系上了车主邓女士。

原来， 邓女士2日晚乘
坐高铁去外地办事，由于匆
匆忙忙赶时间，慌乱中忘了
关窗。3日下午6时， 急忙从
外地赶回的邓女士拿回了
自己的失物，激动的她拿出
1万元作为酬金， 被保安队
员婉拒；她又要把两瓶96年
的拉菲红酒做礼物，也被谢
绝。

物业公司保安队长黄
细检告诉记者， 在他们管辖
的火车南站西广场停车场和
高铁站前坪，几乎每个月都会
碰到好几起车窗、车门没关好
的事例。去年一年，他们拾获
的财物有现金、金器、手提电脑
等，价值超过了50万元。
■记者 叶子君 通讯员 王喆

在5月6日正式开通载
客前， 长沙磁浮快线进行
了三个月的不对外调试及
试运行。在此期间，湖南磁
浮公司对各设备系统和整
体系统进行了可用性、安
全性和可靠性考核， 对运
营人员培训、 故障模拟和
应急演练等情况进行了检
验。

期间，湖南磁浮公司还
邀请湖南华科环境检测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省职业病

防治院执行环境检测，通过
电磁辐射测试发现，磁浮列
车经过时1米左右10微特，
5米左右更低至0.3微特。同
时，检测人员还对轨道沿线
的户外进行了噪声情况检
测。根据国家标准，距城市
铁路轨道中心线30米处的
噪声限制为70分贝，而长沙
磁浮快线噪声是在5米范围
内进行的， 测试值也仅为68
分贝， 均完全符合国家标准
要求。

徐守盛杜家毫看望磁浮工程的专家和建设者代表，试乘磁浮列车

磁浮快线全程票价20元，今起试运营

湖南磁浮梦将圆。6
日上午9点， 我国首条完
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中低速磁浮商业运营示
范线———长沙磁浮快线
正式载客试运营。

5月5日下午， 省委
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徐守盛， 省委副书记、省
长杜家毫，国防科技大学
政委王建伟一行亲切看
望慰问了磁浮工程建设
者，并试乘磁浮列车。

省领导许又声、易炼
红、张剑飞参加。

当日，湖南磁浮交通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通过
其官微 （hmtmedia）发
布票务政策及运营时间。

揭秘 三个月试运行都做了什么

连线 高铁南站地下停车场
去年捡了50万元财物

提醒

◆磁浮大事记◆
●2014年5月16日，长沙磁浮快线开工建设

●2015年9月20日至22日，首列磁浮列车运抵车辆段
●2015年10月5日，实现全线“梁通”

●2015年10月16日，实现全线“轨通”
●2015年12月1日，全线试送电成功

●2015年12月2日，完成全线热滑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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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不到20分钟

5日下午3时，徐守盛、杜家
毫一行首先来到磁浮高铁站，看
望慰问专家和建设者代表。徐守
盛、杜家毫代表省委、省政府，向
所有参与磁浮工程建设的专家、
科研机构和建设管理单位的同
志，向奋战在施工建设一线的广
大职工和建设者，表示问候和敬
意。向所有关心支持工程建设的
国家部委、省直有关部门、行业
相关单位、社会各界以及沿线广
大基层干部群众表示感谢。

随后，徐守盛、杜家毫一行
乘坐体验磁浮列车。从长沙高铁
南站到黄花机场，全程不到20分
钟，车内舒适敞亮，一路运行平
稳，窗外风光秀丽。

徐守盛说，长沙磁浮工程完
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是代表
“中国制造”、“湖南制造” 水准的
又一示范性工程和创新性工程。
两年来， 全体建设者顽强拼搏、
日夜奋战、不断创新、注重质量，
打赢了一个又一个攻坚战，破解
了一道又一道瓶颈难题，实现了
建设速度与工程质量的完美统
一，生动展现了湖南人民“吃得
苦、霸得蛮、打硬仗、扎硬寨”的
精神品质，在接下来的运营管理
过程中，希望有关方面继续发扬
优良作风、严格规范管理、精准
安全运营、创新服务模式，让长
沙磁浮工程成为湖南又一张“闪
亮名片”。

到达磁浮机场站后， 徐守
盛、杜家毫一行参观了机场连廊
工程， 这个77天修建完成的工
程，创造了国内同类项目建设的
很多先进经验。

每隔24分钟发一趟车

长沙磁浮快线共有磁浮高
铁站、磁浮 梨站、磁浮机场站三

个车站，每列车3节编组（其中半
节供行李托运）， 最大载客量为
363人。

根据湖南磁浮公司官方微信
（hmtmedia） 最新发布的消息，
长沙磁浮快线全程时间为19分
30秒，每隔24分30秒发一趟车，
在磁浮高铁站和磁浮机场站停
站5分钟， 在 梨站停站40秒。
磁浮高铁站、磁浮机场站首班车
时间为9:00， 末班车为18:00。
磁浮高铁站、磁浮机场站首班车
为9:00，末班车为18:00;磁浮

梨站往机场方向首班车为9:07，
往高铁方向为9:11;往机场方向
末班车为18:07， 往高铁方向为
18:11。

车上有wifi可用

今日开通试运营时，长沙磁
浮快线将共有5列车投入使用，
分“红白黑”、“蓝白黑”2种配色，
设计最高时速为 100公里 /小
时。

综合高铁与地铁的车厢布
局， 长沙磁浮快线的座位既有横
排排列也有竖排排列， 以充分利
用车厢内的空间， 车内高低扶手
设置充分， 地板通过灰色和蓝色
拼接的形式划分出乘客行走区
域。

车厢上方是配着中英文注释
的安全标识， 以及配有中英文语
音播报的“三点一线” 式到站提
示，作为长沙“空铁联运”的中间
纽带， 电子显示屏更是与机场实
时同步航显信息， 让旅客第一时
间掌握飞机何时起飞、 航班是否
晚点等动态信息。

坐在快速行驶的列车里，除
了欣赏电子屏和高架两厢花田美
景， 乘客还可轻扫车厢内二维码
后免费上网浏览信息， 目前车厢
已全部实现免费wifi覆盖。

■记者 叶子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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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票价20元
四类人群可享5折优惠

和地铁一样， 长沙磁浮快
线采用区段计价票制， 磁浮高
铁站到磁浮机场站全程20元/
人， 磁浮机场站至磁浮 梨站
10元/人、磁浮 梨站至磁浮高
铁站10元/人。

与长沙地铁2号线的票务
优惠政策相比， 长沙磁浮快线
票务优惠政策的适用限制条件
稍多一些，5折优惠对象包括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
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
武装警察部队因公致残军人、
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伤残人民
警察证”的因公致残人民警察、
身高在1.2米至1.5米之间的儿
童和符合条件的学生四类。其
中， 每位成人可免费携带一名
1.2米以下儿童乘车，身高超过
1.5米的儿童则需要购买全价
票。

长沙市民正在使用的公交
卡和地铁卡可在磁浮使用，乘
客也可以在磁浮车站里办理面
额为100元的储值卡（内含17元
押金和83元乘车金额），或持币
在现场购买单程票。 使用储值
卡可享9折优惠。

和地铁2号线一样，乘客每
次持票进站至刷卡出站时限为
2个小时， 超过2个小时的按单
程最高20元票价补交票款。对
恶意逃票或冒用他人优惠乘车
证件购票乘车等的， 湖南磁浮
公司除按规定补收单程最高20
元票价外， 还有权对其身份进
行登记并加收应补票价50%的
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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