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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最后一枚冲钉敲入， 蒙西
至华中铁路控制性工程洞庭湖大桥
主桥主体16日完工。 这项工程也创
下世界上首座重载铁路三塔斜拉桥
等多项新纪录。

记者从总部位于武汉的中铁大
桥局获悉， 蒙西至华中铁路洞庭湖
大桥位于洞庭湖城陵矶港。 蒙华铁
路全长1814.5公里，是我国规模最大
的运煤专线，规划运输能力每年2亿
吨以上，预计两年后建成投入使用。

蒙华铁路洞庭湖大桥由中铁大
桥院设计、中铁大桥局施工，主跨为
2×406米，是三塔重载铁路斜拉桥
的世界最大跨度。 大桥设计为双线
铁路，轴重为30吨，是普通铁路荷载
的1.2倍，一线铁路相当于公路桥10

个行车道的荷载。
中铁大桥局洞庭湖大桥项目总

工程师贾卫中表示， 蒙华铁路洞庭
湖大桥在斜拉桥上采用先架设、合龙
钢箱梁，再安装合龙钢桁梁的方法。这
种建桥方式不仅能使大桥更加稳定牢
固，还能使桥梁承载能力更大。此外还
创造了世界上首座重载铁路三塔斜
拉桥，世界上首次在斜拉桥上采用钢
箱钢桁结合主梁形式等国内外桥梁
建设等多项新纪录。

据介绍，蒙华铁路通车后，将对
开发蒙陕甘宁能源“金三角”地区煤炭
资源、 保障湘鄂赣等华中地区能源供
应， 促进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
崛起战略对接， 完善区域路网布局等
方面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据新华社

本报8月16日讯 在高速公路
上开了很久的车，又累又困，如果能
够在服务区冲个澡，肯定非常舒畅。
这个愿望很快就能在湖南实现。昨
天， 记者从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
衡阳管理处了解到， 目前衡阳管理
处的“厕所革命 ”正在如火如荼地
进行中，辖区内的7对高速公路服务
区的卫生间都在进行提质改造，新
的卫生间将增加淋浴间、 第三方卫
生间、无障碍卫生间等功能。

“目前，檀山咀服务区的卫生间
是我们的样板卫生间， 其他卫生间
都会按照样板间来进行提质改造。”
衡阳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介绍， 新的
卫生间将增加淋浴间、 第三方卫生
间、无障碍卫生间等功能区，另外，卫
生间内的地面加温系统也是这次“厕
所革命”中的一大亮点，“主要也是想
为过往的司机乘客们提供更好的服
务。”辖区内的7对服务区卫生间计划
将于9月底全部改造完成，预计“十一”

期间能够对外开放使用。
作为衡阳管理处的样板卫生

间，檀山咀服务区厕所分为A区、B区
男女厕所两个区域，面积共为420平
方米。其中男厕蹲位20个，小便器34
个，洗手池12套；女厕蹲位39个，洗手
池12套。 与之前的卫生间相比较，提
质改造后的卫生间将新增4个淋浴
间，男女厕所各两间。“考虑到司乘人
员需要在服务区内休息， 夏天天气
热，容易疲劳，提供淋浴间可以让他
们冲个凉，缓解疲劳。”负责人介绍，
另外还将新增一个第三方卫生间和
一个无障碍卫生间， 无障碍卫生间
主要是方便残障人士， 同时也兼具
母婴卫生间的功能。“第三方卫生间
主要是方便带小朋友的家庭， 另外
还有一些行动不太方便的高龄老
人。”负责人举例说，一个母亲带着
儿子，或者是一个父亲带着女儿的，
都可以去这个第三方卫生间。

■记者 潘显璇

错峰旅游正当时
8月底9月初
机票低至两折

本报8月16日讯 暑运即
将结束， 多家航空公司透露，8
月底至9月初长沙出港机票价
格预计将会出现大幅下降。记
者从南航湖南分公司了解到，
南航长沙至上海机票目前均价
在700元以上， 但8月底仅需
410元；长沙至乌市的机票均价
目前在1820元以上， 而月底仅
需1160元。

除了常规机票价格回落，
为了吸引旅客， 航空公司还适
时推出了特价机票。8月26日至
9月3日， 南航的长沙出港大量
航线均有特价： 长沙-广州2.2
折， 票价290元； 长沙-北京4
折， 票价570元； 长沙-重庆4
折，票价560元；长沙-西安4.5
折票价480元等。 航空公司表
示， 旅客选择8月底或9月初出
行， 可以避免景点看人海的拥
堵，也可以大幅节约出行成本。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李青

长沙直飞普吉岛
航班10月恢复通航

本报8月16日讯 南航湖
南分公司今日发布消息，10月
31日起， 南航将恢复开行部分
冬春季航线， 其中就包括长沙
直飞泰国普吉岛的航线。 此航
线执飞机型为空客320，航班号
CZ607/608。 去程是每周2、4、
6，长沙起飞时间为23：55，到达
普吉时间为当地时间03：10；回
程是每周3、5、7，普吉起飞时间
为当地04：10，到达长沙时间为
08：55。目前，该航线机票价格
不含税为1900元左右。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任焱佳 莫春桥

本报8月16日讯 五
六十米长的人行横道，仅
有20秒的时间通行， 在避
让车辆的同时还需要一路
小跑， 这样的场景在长沙
芙蓉南路水电八局上班的
余先生经常经历。 他向本
报求助， 能不能延长下人
行道的绿灯时间， 或者增
加过马路通道？

今天，记者实地探访，
发现芙蓉南路与多条道路
交会处的人行横道红绿灯
时间都不长。 如果你家门
口也有“难过”的红绿灯，
请在新浪微博@三湘都市
报 或在三湘都市报微信公
众平台留言。

上午8点半，记者来到
芙蓉南路与新韶路口，该
路口横穿芙蓉南路的两条
斑马线长约50米， 而两处
斑马线的绿灯时间都仅20
秒左右。

“我们年轻人都是一
路小跑过去的， 但是这样
不安全， 毕竟斑马线上绿
灯亮时， 还有很多转弯车
辆在路面走。” 余先生说，
“绿灯只有20秒，路面却有
五六十米长， 相当于每秒
要走将近3米，还要注意躲
开车。”

记者在现场看到，有
位抱孩子的妈妈在过斑马
线时，由于十分谨慎，走得
较慢， 当她刚走到路中间
时，绿灯就变成红灯了，她
只得站在车流中等待下一
轮绿灯。

随后， 记者走访了附
近多个路口， 发现芙蓉南
路与多条道路交会处都有
这种情况， 且这些路口横
穿芙蓉路斑马线的绿灯时
间均较短， 垂直方向的绿
灯时间明显长些。 芙蓉南
路与杉木冲西路路口，横
穿芙蓉路的斑马线绿灯时
间仅20秒； 正塘坡路横穿
芙蓉路的斑马线绿灯时间
仅25秒， 而这些地方人行
横道都有五六十米长。

“如果对面没车，在绿
灯亮起之前就要过去，不
然肯定只能走一半，”正在
芙蓉南路与正塘坡路口工
作的环卫工人王先生告诉
记者， 自己每天在这个路
口清扫， 过马路都要用点
“小技巧”，“现在我都要掐
着时间，在绿灯亮之前，车
少的时候先走。”

记者在多个路口调查
发现， 虽然部分路口绿灯
设置时间较短， 但却有其
它的通行方式。

从芙蓉南路正塘坡路
口往北百来米处， 有一处
地下通道，“太远了， 过个
马路本来就几十米， 要是
走地下通道还得绕一两百
米，虽然绿灯时间短，但还
是比地下通道方便。”家住
在附近的吴先生说自己并
不想绕路。而有居民表示，
跟老人或者孩子出行，宁
愿绕远路， 也不能让他们
在车流中冒险。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杨珑

五六十米斑马线才20秒绿灯，要靠跑
哪里还有“难过”的斑马线，请告诉我们，本报将集中反馈给长沙交警

记者将情况反映到长沙市交警支队， 长沙交警相关
负责人表示将对该路段通行情况进行跟进。 你家门口的
斑马线红绿灯“难过”吗？你觉得哪些地方红绿灯需要改
进？本报联合长沙交警请你来说说，交警部门将对这些地
方的红绿灯进行现场调研，视情况对红绿灯时长进行优化。

衡阳高速服务区厕所将增设淋浴间
预计“十一”对外开放

蒙华铁路洞庭湖大桥主体工程完工

本报8月15日讯 隐藏
在居民楼里， 接纳未成年
人， 不按规定实施实名登
记……近日， 长沙市雨花
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联
合上级行业部门单位及相
关街道、社区、派出所再次
展开阳光暑假“黑网吧”专
项整治行动， 在一个小区
内端掉4个黑网吧。

“关停过好几次，每次
都死灰复燃， 今天必须要
依法取缔。”在雨花区长沙
大道安置小区一栋民房的
二楼， 执法人员发现一名
为“天玺”的黑网吧。见有
执法人员上门， 店老板拒
不开门， 经过半小时的劝
说才开始配合。 执法人员
依法查处了该网吧的34台
电脑显示器和主机。

当天， 联合行动组查
处该小区内的立明、天玺、

旺旺、 穿越共4家黑网吧，
查封扣押违法经营设备6
车次， 其中电脑主机191
台、显示器195台。“这些网
吧存在无证经营、 消防隐
患大、经营场所非常隐蔽、
查处难度大的问题，希望大
家一起为未成年人营造一
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雨花
区文体局副局长、文化市场
综合执法局局长邓波说。

邓波介绍，下一步，雨
花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
将继续按照“阳光暑假”网
吧集中整治的要求， 坚持
对黑网吧“零容忍” 的态
度，加大城郊接合部、安置
小区等重点区域的巡查执
法力度，坚决取缔黑网吧，
严查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等
现象，当好文化卫士，护卫
好未成年人的社会文化环
境。 ■见习记者 杨洁规

8月16日上午，长沙芙蓉南路新韶路口，路人小跑通过横穿芙蓉路的斑马线。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杨珑 摄

一个小区被端掉4个“黑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