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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2日讯 外省籍
货运车辆在湖南境内的违法
超限超载运输， 今后也将依
法受到车辆归属地道路运输
管理机构的相应处罚了。今
天，省公路管理局发布消息，
湖南省启动了货运车辆违法
超限超载信息抄告制度，省
治超办将把 2015年 10月至
2016年10月在湖南境内的货
运车辆违法超限超载运输情
况分别抄送给湖南省道路运
输管理局以及北京、 新疆等
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治
超办， 进一步强化对超限超
载违法行为的追踪管理。

按照抄告制度， 抄告的
内容主要包括违法超限超载
车辆车牌号和道路运输证
号、 违法超限车辆驾驶员姓
名和从业资格证号、 违规车

辆所属企业名称、 违法超限
货物装载源头单位、 违法违
规行为简要描述及处罚决定
等事项。

根据相关规定，对1年内
违法超限运输超过3次的货
运车辆， 由道路运输管理机
构吊销其车辆营运证；对1年
内违法超限运输超过3次的
货运车辆驾驶人， 由道路运
输管理机构责令其停止从事
营业性运输；道路运输企业1
年内违法超限运输的货运车
辆超过本单位货运车辆总数
10%的， 由道路运输管理机
构责令道路运输企业停业整
顿；情节严重的，吊销其道路
运输经营许可证， 并向社会
公告。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张先民 唐星波

本报3月23日讯 今天， 省交通
运输厅对外发布消息，为杜绝重特大
安全事故、减少一般事故和消除安全
隐患，从3月至5月底，针对道路客运、
旅游包车、危货运输、站场管理等4个
道路运输重点领域，我省启动道路运
输安全生产规范化试点。

据了解，试点工作将在长沙、张
家界、岳阳3市开展，旨在探索制定
一系列合法合规、职责清晰、简单有
效、 便于操作的安全生产规范化流
程，进一步明确企业的主体责任、部
门的监管责任和政府的属地责任，
形成道路运输安全管理闭环， 为全
省道路运输安全监管创造可借鉴、
可复制的经验。 ■记者 潘显璇

本报3月23日讯 从4月
16日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
铁路运行图，记者从广铁集团
获悉，我省多趟列车都有所调
整。

自4月16日起， 怀化南—
南昌西G1496次旅客列车停
运。自4月15日起，怀化—上海
南K534次旅客列车、 张家
界—济南K1678次旅客列车
临时停运，恢复开行日期另行
通知。

同时，我省部分列车车次
将更名： 长沙南-昆明南旧
G2117次改为 G2119次 、旧

G2119次改 为 G2121次 、 旧
G2121次改为G2123次， 昆明
南-长沙南旧G2116次改为
G2118次、 旧G2118次改为
G2120次、 旧G2120次改为
G2122次、 旧G2122次改为
G2124 次 ； 南 宁 - 张 家 界
2012/1次提等级改快速，车次
改为K380/79次；长沙南-永州
G8933/4次改为G6125/6次；
长沙-永州T8301/2次车次改
为 K9001/2次； 长沙 -怀化
T8303/4次车次改为K9013/4
次。

■记者 潘显璇

本报3月23日讯 记者从永州
零陵机场获悉， 永州-厦门的航班
将于3月26日正式开通， 每周一、
三、五、七各一班，由巴西航空工业
公司机型E-190型飞机执飞，航班
号为GX7851。 航班于16:30从永
州零陵机场起飞，18:05抵达厦门
高崎国际机场，全程95分钟；回程
为GX7852，19:00从厦门高崎国
际机场起飞，20:40到达永州零陵
机场， 全程100分钟。 记者查询发
现，零陵机场目前有多趟航班飞往
厦门，但都需要在昆明、上海等地
进行中转， 耗时最短的也要约6个
小时。3月26日永州直飞厦门的航
班开通后，零陵及周边地区的市区
乘飞机去厦门旅游将非常便捷。

■记者潘显璇

本报3月23日讯 近日，
长沙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三期建
设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获国家
发改委批复。 根据批复文件，
2022年前，长沙将再增7条地铁
线。

截至目前， 长沙城轨首轮
建设规划中的2号线一期、1号
线一期已开通， 第二轮建设规
划中的2号线西延一期也已投
入运营，3号线一期、4号线一
期、5号线一期正在稳步推进施
工。

最高运行时速均为80公里

规划建设期为2017-2022
年，规划称，到 2022年，长沙将
建设1号线北延一期、2号线西
延二期、4号线北延、5号线南
延、5号线北延、6号线、7号线一
期共7个总长度121.29公里的
项目，将形成7条线路、总长264
公里的轨道交通网络。

规划明确， 为与前两期规
划系统制式相统一、 实现资源
共享，本轮项目原则上涉及1号
线、2号线、4号线、5号线的延伸
线路均采用B型车6辆编组，6
号线、7�号线采用A型车6辆编
组，最高运行时速均为80公里。
据了解，A型车载客量可比B型
车提升20%以上。

根据规划，7条线路的总投
资为 840.13�亿元，其中资本金
占 35%，计 294.043亿元，由市
政府财政资金承担， 资本金以
外的资金采用银行贷款等多元
化融资模式。

预计到2020年
城轨出行将占四成

23日下午， 国家发改委官
网对批复文件做了公示， 批复
称， 为适应城市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 支持长沙市重点区域及
新区建设、 提升综合交通枢纽
接驳水平、 发挥轨道交通网络
效益，“原则同意长沙市城市轨
道交通第三期建设规划。”

批复文件要求， 在规划实
施过程中，要坚持经济、适用、
安全的原则， 统筹考虑城市开
发进程、建设条件及财力情况，
稳步推进项目建设，同时强调，
在项目审批（核准）工作中建立
公示和信息公开制度。

批复文件还提出， 要与黄
花机场、城际铁路金桥站、汽车
南站和汽车东站等主要对外交
通枢纽做好规划衔接， 换乘设
施工程“应一次建成，可分期投
入使用”。

据了解， 长沙远景年城市
轨道交通线网由12�条线路组
成，总长度约 456�公里，共设车
站 286�座，其中换乘站 63�座。
预计到2020年时， 长沙市公共
交通占全方式出行量比例为
35%， 轨道交通占公共交通出
行量比例为 40%。

■记者 叶子君

长沙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三期建设规划获国家发改委批复

2022年前，星城再增7条地铁线

1�号线北延一期工
程自彩霞路站至开福区
政府站， 线路长9.93公
里， 设站 5�座， 投资
53.37�亿元，规划建设期
为 2017～2021�年。

2�号线西延二期工
程自金桥站至梅溪湖西
站， 线路长 14.72公里，
设站 11�座， 投资 95.13�
亿元， 规划建设期为
2017～2021年。

4�号线北延工程自
连江路站至普瑞大道
站， 线路长 14.26�公里，
设站 8�座，投资 68.31�亿
元 ， 规 划 建 设 期 为
2018～2022�年。

5�号线南延工程自
大托东站至时代阳光大
道站，线路长 8.43公里，
设站 7�座，投资 67.27�亿
元 ， 规 划 建 设 期 为
2018～2022年。

5�号线北延工程自
纬三路站至蟠龙路站，
线路长 3.65�公里， 设站
2�座， 投资 14.09�亿元，
规划建设期为 2019～
2022�年。

6�号线工程西段自
梧桐路站至麓谷西站，
线路长 10.05�公里，设站
7�座， 投资 75.65�亿元，
规划建设期为 2018～
2022�年； 中段自麓谷西
站至东四线站， 线路长
26.50�公里，设站 20�座，
投资 223.60�亿元， 规划
建设期为 2017 ～2021�
年； 东段自东四线站至
西航站区站， 线路长
12.15�公里， 设站 5�座，
投资 61.40�亿元，规划建
设期为 2018～2022�年。

7�号线一期工程自
匍园路站至云塘站，线
路长 21.6�公里，设站 18�
座，投资 181.32�亿元，规
划建设期为 2017～2021�
年。

下月我省铁路有多趟列车停运或改名 周日永州可直飞厦门

长沙等3市启动道路
运输安全规范化试点

入湘货车超限超载违法信息跨省抄告

长沙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三期建设规划（2017~2022年）示意图。

7个项目总长度
121.29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