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连线
5月19日上午， 长株潭城际铁路铺轨

正式进入长沙站，标志着长沙站及以南段
正线轨道已实现单线铺通。 根据安排，长
株潭城际铁路将在今年底开通试运营。

现场：钢轨高差不超2毫米

上午11点左右，长沙大雨倾盆，长株
潭城际铁路长沙站背后，一群身穿深蓝色
工服的工人们正冒雨搬运道岔。

这群工人来自中铁隧道集团，过去的
一年里， 包括他们在内的1120来号人24
小时连续作业，陆续完成了长沙站站房改
造、道岔铺设等施工。

“长沙站和动车运用所的轨道是全线
功能最齐全、精度要求最高、施工难度最
大的部分，” 中铁隧道集团长株潭城际铁
路项目部负责人介绍。

离工人们不远处， 运载着500米长钢
轨条的铺轨车正缓缓驶近。待钢轨条卸载
完成，工人们先操作切割机将其分切成所
需的长短，再逐节铺设到位。

完成今天的钢轨铺设后，工人们还需
要对钢轨做焊接、加固和微调等，参照高
铁钢轨标准，长株潭城际铁路的钢轨线性
误差将被控制在2毫米内。

计划：今年底通车

包括西延线3个站在内， 长株潭城际
铁路全线共有车站24个，其中长沙站往河
西段设开福寺、滨江新城、市政府、雷锋大
道、望青路、尖山、黄金镇7个车站，长沙火
车站至株洲段设长沙站、树木岭、香樟路、
湘府路、汽车南站、中信新城、生态动物
园、暮云、白马垄、时代、云龙、株洲、七斗
冲13个车站，长沙(暮云)至湘潭段设昭山、
荷塘、板塘、湘潭4个车站。

根据安排，24个车站计划分两期对外
开通，其中，城铁长沙站至株洲、湘潭段17
个车站有望在2016年底通车， 城铁长沙
站以西段、 包括西延线在内7个车站力争
2017年开通。

开通后，长株潭三市居民将进入半小
时互通圈。

车站装修同步进行中
在全线单线轨道铺通同时，长株潭城

际铁路也正在抓紧装修站房，长沙火车站
站房里，来自中建五局的工人们正在做吊
顶和大理石铺装等施工。

在中建五局负责装修的11个地面及
高架城铁车站中，除生态动物园站已经率
先完成装修外，其余车站都正在进行精装
修冲刺。包括月初刚刚站房主体封顶的白
马垄站在内， 所有车站将确保在8月31日
前一起完工交付。

湘江隧道明年5月双向贯通
起于三湘南湖大市场、自留园路下地以

隧道形式穿过湘江直达河西，这一段被称为
长株潭城际铁路湘江隧道。湘江隧道是长株
潭城际铁路施工中重要的控制性节点工程
之一，其中开福寺站以西穿越湘江部分已于
2014年下半年贯通，余下最后约2.2公里尚未
完成。施工单位中铁隧道集团项目负责人介
绍，目前盾构机正在以每日9米的速度向前，
预计到今年底时可实现单线贯通， 明年5月
时实现双向贯通。 ■记者 叶子君

通讯员 向前进 聂俊明 李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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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9日讯 今天下午，
由山东大学发起的湖南省中学校
长论坛在长沙市举行，山东大学湖
南招生组组长李海燕透露，2016
年，山东大学在湖南招生在去年的
基础上有所增加。

据悉，2015年， 山东大学文科
在湖南的招生计划为21人，录取最
高分603分，最低分629分；理科招
生计划为67人，录取最高分648分，
最低分599分。 ■记者 黄京

本报5月19日讯 记者
今天从省高管局了解到，
目前全省有8000余辆办理
ETC的机动车因为“大车
小标”被拉入黑名单。被列
入黑名单的车辆无论是从
人工收费车道还是ETC车
道都不能上高速， 必须补
缴高速通行费并变更信息
才能正常通行。

那么，什么是“大车小
标”？为何会有如此多的车
辆在办理ETC过程中出现
“大车小标”？“黑名单”车
辆如何才能“解禁”？

过ETC车道被“拦截”

李先生的牌照为湘
B***59的五菱宏光8座面
包车两年前通过银行办理
了ETC业务， 此前通行高
速公路ETC通道时都没出
现什么问题， 最近一次却
被“拦截”。

收费站工作人员告知
他的ETC信息录入有误，
原本属于二型车的李先
生， 录入信息一直显示为
一型车。 目前不能正常使
用， 需要补缴高速通行费
用700多元的差价，并变更
信息才能正常行驶高速公
路。

“对车辆属于什么车
型， 我自己确实是弄不清
楚， 反正当时用证件到银
行办理的ETC， 所有信息

的录入都是银行工作人员
操作的。现在倒好，成为高
速‘黑名单’了，还要补缴
通行费差额， 按说这责任
不在车主身上啊。”李先生
不满地说。

什么是“大车小标”？

“大车小标”即ETC记
录的车型与车辆实际信息
不符。吨位大，座位多的二
型车甚至三型车、四型车，
在ETC通行卡上记录的车
型比实际车型小， 出现了
大型号车辆使用了小于实
际车型的标准办理ETC通
行卡的情况， 即存在“少
缴” 通行费的行为。 目前
“少缴”通行费最高的已达
53756.7元。

从今年4月开始，省高
速公路管理局联合省公安
厅交通管理局在日常审核
和数据排查中，根据车型、
车长等数据发现全省范围
有8000余台办理了ETC手
续的机动车存在“大车小
标”的现象。

省高速公路管理局收
费稽查处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这8000余辆“大车
小标” 的机动车均不能正
常通行湖南高速， 车辆在
通行ETC车道时信息一经
扫描会自动显示为黑名单
车辆，禁止驶入。

省高速公路管理局收

费稽查处相关负责人介
绍， 之所以有少量车出现
了“大车小标” 的违规行
为， 最主要原因还是在各
银行初始录入信息环节把
关不严以及极个别车主提
供错误信息等造成的。

补缴差额才解除黑名单

那么， 如何才能解除
“黑名单”？

“现在车主只能按主
管部门的要求， 以实际车
型应该要缴纳的通行费来
补齐差额， 才能消除黑名
单顺利上高速。”长沙银行
城南支行一名负责ETC业
务的相关人士提醒，“到银
行去补缴通行费的差额欠
款， 然后凭银行回单通行
高速时， 向收费站工作人
员出示就可以正常通行
了， 而高管局那边也会在
一定的工作日内， 把已补
缴欠款的车主拉出黑名
单。”“车主只要到对应银
行能办ETC的点都可以办
理补缴通行费的业务。”

省高速公路管理局收
费稽查处相关负责人表
示，如果出现“大车小标”
的问题， 都需要驾驶员到
收费站或者是银行补缴费
用，然后凭相关证明，高管
局收费系统才会将车辆信
息更正过来，对黑名单车辆
进行“解禁”。 ■记者梁兴

本报5月19日讯 今日长沙市
教育局公布了2016年长沙市（城
区）初中升高中直升生名单，共有来
自46所初中学校的1859名学生直
升高中。

直升生名单可登录“长沙教育”
官方微信查询，公示无异议后，长沙
市教育局中招办发放直升生录取通
知书。 已被录取的直升生不再参加
全市统一组织的书面考试， 不得参
与其他高中学校的录取。

直升生政策2016年更加完善，
分为对口直升生和本校直升生。

长沙市教育局中招办对开展对
口帮扶的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下达
公费对口直升生计划， 受援学校的
对口直升生指标数为微机派位且在
该校就读三年的应届初中毕业生人
数的10％；委托管理学校在校就读
三年的应届初中毕业生，按3%~5%
对口直升托管的省级示范性中学。
委托管理满6年的学校逐步减少对
口直升生指标， 第7年下降到4％，
第8年下降到3％。

2016年增设了“完全中学直升
生”。直升完全中学高中部的指标数
控制在本校初中部连续就读三年应
届初中毕业生人数的5%以内。

■记者 贺卫玲

长株潭城际铁路钢轨铺进长沙站
工人冒雨施工 所有车站将在8月31日前完工

5月19日上午，长株潭城际铁路铺轨正式进入长沙站，标志着长沙站及以南段正线
轨道已实现单线铺通。城铁长沙站站场设3站台6股道，正线2条股道，到发线4股道，轨
道铺设由南往北推进，计划23日完成西侧正线轨通，实现长株潭城际铁路双向“轨通”。

记者 唐俊 通讯员 向前进 摄

长沙1859名初三生
免试直升高中

本报5月19日讯 我省2016年
普通高考体育统考成绩已于今日
向社会公布，考生即日起可通过湖南
招生考试信息港 （网址：www.
hneeb.cn） 或声讯台16885128以及
人工台1607160查询本人成绩；联通
用户可以通过发送“GKCJ#”加“考生
号后10位”(如:GKCJ#0102030405)
到1062899261查询； 电信C网用户
也可以通过发送“CJYS#”加“考生号
后10位”(如:CJYS#0102030405)到
1062899261查询。 ■记者 贺卫玲

我省高考体育统考
成绩揭晓

山东大学今年
在湘招生将增加

办ETC“大车小标”
全省8000多辆车不能上高速
提醒：“黑名单”车辆需补缴差额才能“解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