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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12日讯 今天，高
铁长沙南站发布消息，2017年春
运湖南省18个高铁站预计发送
旅客678万人次， 日均16.95万
人，同比增加103.52万人、增长
18%。春运期间，长沙火车站将
开行列车213趟，创历史新高，预
计日均发送旅客3.5万人次。

与往年相比， 今年长沙火
车站将首次推出“刷脸”进站等
多项贴心服务， 站内目前在过
闸通道处共放置了2台“人脸识
别”机，如果旅客的“颜值”与身
份证、 车票信息完全匹配，6秒
钟左右便能成功通行。另外，孕
妇、 哺乳期女性旅客将在车站
享有专属的候车空间。

根据预测， 今年客流高峰
来得早且持续高位。务工、探亲
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在1月31日
（正月初四）-2月14日（正月十
八）；学生返校高峰预计在2月4
日-14日（正月初八至十八）间，
与跨省务工、 探亲返程客流高
度重叠。

■记者潘显璇通讯员张韬

本报1月12日讯 今天，湘
粤两省高速公路春运协同服务
媒体通气会在长沙举行。2017
年春运，湖南、广东两省将在高
速出行服务中实现信息互通、
动态研判、 人员互派、 全媒互
动，共同服务春运出行。

春运工作一直有“节前看
广东、节后看湖南”的说法。广
东、 湖南两省间多条交通大通
道紧密相连并由此辐射全国，
特殊的区位决定了两省高速公
路部门在春运期间协同服务具
有特殊意义。今年春运期间，两
省高速部门将建立起两个层面
的信息联动。一是中心层面，粤
湘两省高速公路监控中心实现
数据交换和信息共享； 二是路

段层面， 粤湘两省相连的高速
公路路段运营管理单位将实现
路况信息和突发事件信息实时
共享，跨省引导公众合理出行。

根据大数据分析， 预计今
年春运期间湘粤两省高速公路
省界收费站跨境出入通行车辆
数为435万台左右，同比增长约
21.9%。 节前向北节后向南，潮
汐车流明显。

湘粤两省间， 往返的车辆
仍主要依托G4京港澳高速公
路， 占两省跨境通行车辆数的
约48%。 今年二广高速将起到
明显分流作用， 预计南风坳收
费站出入口通行车辆数174万
台左右，同比增长约25%。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江钻

本报1月12日讯 春运前
夕， 省道交委召开2017年全省
春运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 通报了2016年全省危
险货物运输违法情况和全省部
分车辆和驾驶人违法违规情
况。

截至2016年底， 全省重点
车辆共有1318辆逾期未检验、
115辆达到报废标准未办理注
销业务，全省超速3次以上交通
违法未处理的重点车辆共35
台， 交通违法记分累计超过12
分的重点车辆共270台。值得注
意的是，会议上还公布了193人
因为道路交通事故逃逸罪，被
给予终生禁驾处罚。另外，因饮
酒、 醉酒后驾驶车辆发生交通

事故构成犯罪被依法吊销机动
车驾驶证， 并在2-10年内不得
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有61
人。

为确保春运工作顺利开
展，逾期未检验、逾期未报废的
重点车辆一律不准其参与春
运。对超速3次以上道路交通违
法未处理以及道路交通违法记
分累计超过12分的重点车辆，
交通运输及公安交警部门要联
合上门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
任，强制违法清零处理。交通运
输部门还将督促道路运输企业
逐一清查“两客一危”车辆，对
存在安全隐患且春运前整改不
到位的，一律不得参与春运。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雷文明

本报1月12日讯 滴滴出
行今日发布了《2016智能出
行大数据报告》，《报告》 覆盖
了全国重点城市，通过智能出
行情况反映城市交通、居民生
活、热点事件及分享出行所带
来的意义。

作为中部省份城市， 长沙
人的智能出行水平在全国城市
排名第6位，排在杭州、北京、广
州、深圳、成都之后。不过，在全
国十大拥堵路段中， 长沙也同
样上了榜， 其中清水塘路成全
国第七个堵点。 ■记者杨田风

本报1月12日讯 明天，
2017年春运将启幕。为应对春
运期间雨雪天气、 旅客发送量
大、车流量激增等多方面因素，
湖南交警将继续实行7座及以
下小型客车高速公路免收通行
费政策，同时，为方便假期探亲、
旅游自驾车出行， 高速交警及
时发布了堵点绕行示意图，并
呼吁驾驶员多走二广高速，以
减缓京港澳高速的通行压力。

部分点段重点管控

为做好高速公路春运交通
安保工作，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
警察局2000余名警力将全部出
动。1月13日起，羊楼司、小塘、金
鱼石、枣木铺、新晃、道仁、堡城、
凤凰西、茶峒、南风坳10个省级
春运交通安全执法服务站将全
面启动，落实24小时勤务。

春运期间， 省高警局将紧
紧围绕营运客车、旅游包车、危
险品运输车、微型面包车、非法
改装改型货车五类重点车辆，
严查超速、超员、超载、占道、疲
劳驾驶、货车改（拼）装、非法运
输危险品、 酒驾毒驾、 涉牌涉
证、 客运车辆凌晨2时至5时违
规运行等重点违法行为。

针对往年春运交通拥堵规
律特点，京港澳高速、沪昆高速
邵阳至怀化段、 长张高速长沙
至常德段、 二广高速永州至邵
阳段、长韶娄高速长沙段、包茂
高速吉怀段，以及小塘、岳阳、
羊楼司、金鱼石、南风坳、城头
山、堡城、茶峒收费站等点段，
将被重点管控。

此外， 省高管局将大力推
行交通事故“快处快结”措施，
对适用简易程序处理的交通事

故， 一律就近在高速公路执法
服务站、港湾、服务区或者收费
站外道路安全地带快速办结。

绕行建议多走二广高速

根据以往春运高速交通的
特点， 湖南高速交警特地制定
了2017年春运绕行路线（扫文
末二维码）。

据介绍， 我省高速公路的
堵点主要集中在四个区域。首
先是京港澳高速。目前，二广高
速的南北向已全线开通， 它是
与京港澳高速平行的替代线
路，驾驶员可优先选择。

其次是长张高速的长常
段。从长沙出发到常德、张家界
等地的驾驶员， 可利用二广高
速常安段，走绕城高速，在含浦
互通枢纽转长韶娄高速， 或是
走猴子石大桥、云栖路，从学士
收费站进长韶娄高速；之后，再
从龙塘枢纽， 走长张高速去常
德、张家界。“这样会多走183公
里路程， 但可以避开长常拥堵
的老大难问题。”交警表示。

其三，是沪昆高速（邵阳到
怀化段）中梽木山枢纽到竹田枢
纽。驾驶员经过此处，可以继续
从二广高速北上，在涟源枢纽转
S70娄怀高速， 到达黄金坳枢纽
再到包茂高速吉怀段通行。

最后就是岳阳收费站。由
于该处要拿卡、车流量大，会耽
误不少时间， 建议驾驶员沿着
京港澳高速继续北上， 在金屋
枢纽互通转G56杭瑞高速的大
岳段西行，在公城枢纽转S601
岳临高速北上，全程高接高，不
需要经过收费站， 能节省不少
时间。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熊双 吴多拉

春运今启幕，省内高速四区域易堵
省高警局发布堵点绕行图，建议多走二广高速 “随手拍”举报交通违法奖励提高

交通事故逃逸，193人终生禁驾
逾期未检验未报废重点车辆不得参与春运

湘粤省界春运车流量或涨两成
湖南广东将首度实现高速公路信息互通、实时共享

1月 12日， 湖南高速通
APP2.0版正式上线， 将给湖南
高速用户带来更加便捷、贴心的
服务体验。

新版APP除优化了高速路
网模块， 新增新通车路段示意
图，优化了路况导航模块外，还
增加了ETC湘通储值卡空中充

值功能， 用户可通过绑定湘通
储值卡账户， 对湘通储值卡对
应的虚拟账户充值， 并通过蓝
牙充值设备直接圈存写卡，同
时ETC注册用户可以通过APP
查询ETC消费流水、湘通储值卡
充值、 圈存记录以及账户余额
等。 ■记者潘显璇通讯员江钻

为营造“人人监督，人人守
法”的良好氛围，自1月13日春
运启动之日起，湖南高速警察
将提高“随手拍”举报高速公
路交通违法的奖励标准，扩大
业务受理范围：省内高速公路
占道、违停、客车上下客等“随
手拍” 举报信息经审核受理
后， 奖励标准由10元/起提高
到30元/起； 新增省内高速公
路无证驾驶、 套牌、 假牌、酒
驾、毒驾、非法运输危险品、客
车超员等严重交通违法线索
举报受理， 线索经查实后，奖
励300元/起。

参与方式为： 关注湖南高
速警察微信公众号， 点击微信
菜单中的“举报违法”菜单，按
要求填写、 上传相关证据信息
（要写准确的拍摄时间和拍摄
地里程数、行驶方向，并提交不
少于两幅照片）。

湖南高速通APP新增ETC充值功能

“随手拍”举报交通违法有奖励互动

智能出行
长沙全国第6

长沙火车站将
首推“刷脸”进站

高速连线

道路安全

1月12日，长沙市交警支队特勤大队驾驶快速机动摩托车在长沙火车站周边巡逻。春运临近，该队加强对长
沙各车站的巡逻力度，疏导交通、应对突发事故、检查营运客车，确保春运秩序平稳。 傅聪 摄

扫一扫，看高速绕行路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