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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首座地下管廊控制中心落成
6月启用，还将有智能机器人配合巡检 全市共规划21条管廊、4个控制中心
本报5月19日讯 近日，
长沙市首座地下综合管廊控
制中心在雨花区高铁新城落
成， 开始进入装饰装修阶段。
控制中心被认为是管廊运维
的“大脑”，利用管廊内已经布
有的监控和安全防范等多项
系统，将实现对管廊的24小时
智能监控。

监控中心下月启用
高铁新城总监控中心 位
于长沙市劳动东路与东四线
交会处，下午两点，部分工人
正在这座刚落成不久的建筑
里进行装饰装修，另一部分则
在建筑外部进行绿化施工。
监控中心外观整体呈 矩
形，取自管廊造型，地上二层，
地下一层， 总建筑面积超过
2000平方米。
监控中心由政府方股 东
和社会资本方共同组建的
SPV 项 目 公 司——
—长 沙 中 建
城投管廊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实施，其负责投融资、建设、运
营维护和移交全过程管理。公
司相关负责人介绍，监控中心
计划在6月启用， 将承担高铁
新城及老城区约42.69公里的
管廊信息化监控与报警的使
用要求，同时兼具长沙市管廊
试点建设展览厅、科普厅的使
用， 在其他片区管廊建设后，
通过对监控中心软硬件的平
滑升级和扩容，还将逐步满足
全长沙市管廊的运营监控需
求。

首条示范段年内建成
距离监控中心不远处、高
塘坪路中央绿化带下方，还有
一段80米长的综合管廊示范
段。高塘坪路综合管廊南起黄
江大道、北至中轴大道，长度
1.46公里，其中80米示范段已
经建成。

已经建好的三舱净高2.8
米，污水舱、综合舱和燃气舱
分 别 净 高 3.5 米 、2.8 米 和 1.8
米，内部已收纳有燃气、给水、
污水、 中水、10千伏电力及通
信电缆模拟“线缆”。
三舱内均配备有可视 化
的监控和报警系统， 还有氧
气、温湿度、硫化氢检测仪，一
旦设备探测到舱内气体浓度
发生变化，将马上反馈到控制
中心大屏幕上，由工作人员视
情况远程处置。运维可视化之
外，管廊还将实现监控巡检智
能化，舱内顶部的滑轨上将搭
载智能机器人供其巡检，机器
人具备红外测温和气体感应
功能，不仅可以随时掌握管廊
内环境和设备运行变化，还可
以预判设备故障。
5月19日下午，君悦香邸小区，租户清洗空调时发现空调里面藏有针孔摄像头。 记者 李成辉 摄

共规划有21条管廊
包括高塘坪路在内，长沙
市地下综合管廊试点项目总
长度61.4公里，总投资约55.97
亿元，包括21条管廊、4个控制
中心共计25个项目组成，分布
在高铁新城片区，湘江新区梅
溪湖片区和高新片区。
其中，首批主要包括高塘
坪路、湘府东路、中轴大道、东
四线等11条管廊工程和老城
区湘府西路管廊工程及3个控
制中心，全长约41.89公里，投
资总额约41.87亿元， 目前正
在陆续开展建设中。
根据计划， 到2017年底
前，国家试点工作建设任务将
确保基本完成； 到2020年时，
力争建成100公里综合管廊并
投入运营；到2030年时，城市
新建城区及部分老旧城区基
本建成和运营约400公里干支
结合、成片成网、安全高效、覆
盖全市的城市地下综合管廊
体系。
■记者 叶子君 实习生 万柏贤
通讯员 李倩文

序迁移至地下综合管廊。凡按
照规划必须强制入廊的管线，
在规划、国土、建设、城管等建
设审批环节中，应不予受理管
线以直埋方式的建设或改造
许可审批，不予安排管廊以外
的管线位置，不予办理用地许
可、施工许可、挖掘许可。地下
综合管廊有偿使用、 合理收
费。

长沙万家丽路沿线将停气
本报5月19日讯 记者从
长沙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获悉，
为配合地铁五号线开元路站
建设工程，5月22日22:00至5
月23日7:00，万家丽路沿线将
停气。受此次停气影响的居民
用户主要包括：藏珑湖上国际

本报5月19日讯 当今社
会，监控无处不在。对普通市
民而言，唯一没有监控的地方
或许是自家卧室，但事实如此
吗？19日下午， 家庭生活综合
服务商e城e家的胡强师傅在
给一个客户清洗空调，竟意外
清洗出了一个针孔摄像机。
“以前只在新闻里见到 ，
今天见到真实的了！” 胡师傅
下午到开福区滨江·君悦香邸
一位顾客家里清洗空调，没想
到却在挂机空调面板上发现
了一个索尼的针孔摄像头，而
这个空调挂在主卧床头的正
上方，“关键是，客户并不是房
主，只是租户。”
下午6时许， 针孔摄像头
已经被取出，“太尴尬了，没想
到这种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28岁的租户梁先生羞愤地说，
自己刚刚结婚两年多，“我和
爱人还有崽崽住这个房间。”
事发后， 梁先生报了警。
开福区新河派出所民警告诉
记者，摄像头既没接线，也没
安装内存卡， 只是个摆设，无
法确定该摄像头是何人安装。
警方提醒，市民朋友在租
房时，要注意增强个人隐私保
护意识，最好在入住前将房子
里的电器等设备仔细检查一
番，以防类似事情发生。
晚上8时许， 梁先生给记
者发来信息称，派出所民警已
联系他和房东协商解决此事，
“警方无法通过技术查找摄像
头来源，但后面会询问此前的
几个租户。”
■记者 李成辉
（感谢市民胡先生提供线索）

共享单车过半事故发生在17时后

相关链接
今年2月， 长沙市政府常
务会议原则通过《关于加强城
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管理工
作的实施意见》， 以破解地面
反复开挖、架空线网密集的城
市弊病。根据《意见》，全市规
划中已明确须纳入地下综合
管廊的新敷设或迁改的所有
管线， 必须全部强制入廊，既
有现状管线根据实际逐步有

租房当心！
清洗空调竟洗出个摄像头

社区、月畔湾小区、御景龙城、
维一原山苑、恒大雅苑、月湖
兰亭、财富名园、洪山文化城
（月湖大市场）、美世界园林公
寓、 金色溪泉湾别墅及高层、
绿洲花园（威尔士春天）、长大
卧琥。
■记者 陈月红

首批保险理赔完成，最高赔五千
共享单车越来越流行，单
车的安全问题也受到关注。数
据显示， 一半以上的单车事故
发生在下午5点后。不过保险的
介入，让单车用户更放心一些。
5月19日， 记者从国泰产
险处获悉，上月底支付宝上线
扫码解锁骑行赠保险的服务，
20天来已为用户投保数千万
份， 目前已有9位骑行受伤用
户理赔成功。
据 悉 ，4 月 29 日 到 5 月 17
日，用户通过支付宝向国泰产
险发起的在线理赔申请已被
处理65起， 其中有9例已经理
赔完毕， 理赔金额最低54元，
最高5000元；36起拒赔。
“昨天， 一位年纪比较大
的用户骑车摔倒导致左侧股
骨颈骨折。我们核完材料后完
成赔付5000元。但因为伤势比

较严重，可能会达到国家规定
的伤残标准，那就得按照其评
残的等级来进行意外险伤残
赔付，最高50万元，我们在跟
进。” 国泰产险共享单车保险
项目负责人高天娇表示。
根据统计，近20天因为受
伤而申请理赔的50多例案件
中，一部分是因单车部分零件
瑕疵等问题受伤，一部分是因
为紧急避让汽车、三轮车或突
然冲出的行人， 或高空落物、
井盖等问题摔倒。
从时间上来看，出险案件
超过一半发生在下午5点以
后。 在下班高峰期和夜间，避
让行人动物、汽车相撞和看不
清夜路等原因集中出现。其次
出险高峰期是在中午，早上则
相对较少。
■记者 蔡平 实习生 罗梓豪

我省第八届体验式
儿童节将举行
本报5月19日讯 记者今日
从省青少年活动中心获悉， 湖南
省第八届体验式儿童节将于6月1
日—4日举行，家长可以带着孩子
在现场度过欢乐的六一儿童节。
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 趣味
十足的儿童皮影戏、 木偶剧和互
动，脑洞大开的机器人创意闯关，
形形色色的亲子跳蚤市场， 欢声
笑 语 的 亲 子 趣 味 游 戏 …… 据 介
绍，此次体验式儿童节上，各类寓
教于乐的活动应有尽有。 小朋友
和爸爸妈妈们凭现场领取的免费
“六一”游玩门票即可进入活动区
域参与各种游玩、 体验和参观项
目， 每个亲子游戏项目都被设为
一个“站点”，在站点参加项目即
可获得一个小印章，集够5个小印
章就可以参加抽奖活动， 能在奖
品兑换处换取精美奖品一份。
时间：2017年6月1日至 4日 ，
上午8:30—11:30，下午2:00—5:00
地点： 湖南省青少年活动中
心（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1号）
参与方式：活动当天，现场免
费领取体验式儿童节门票
咨询电话：0731-88776992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喻景文

地铁4号线赤岗岭
站附近交通管制
本报5月19日讯 长沙市交
警支队今天通报， 为确保轨道交
通4号线赤岗岭站工程施工顺利，
从5月27日0时起至11月26日24
时止， 茶园坡路车站路至劳动路
路段实施东往西单向通行交通管
理限制措施， 禁止所有机动车西
往东通行。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沈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