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刘毅 殷新平

本报9月21日讯 益阳、常
德也可以坐动车啦！今天，石长
铁路动车正式开通运行， 结束
了益阳、 常德两个地级市没有
动车的历史， 省城长沙前往两
地的时空距离将进一步缩短。

今天早上7点50分， 石长线
开行动车首发仪式在长沙火车
站举行，省长许达哲宣布石长动
车全线开通，副省长张剑飞致辞。

石长复线上跑动车

石长铁路位于湖南省西北
部，西起焦柳线石门县北站，东
接京广线捞刀河站，途经常德、
益阳、长沙3市14县 (区 )，全长
265公里，是连接湘中和湘西北
地区的重要铁路通道。

2010年5月， 石长复线开工
建设，即在原有线路基础上增加
一条线，并完成电气化改造，使其
拥有行驶电力机车的能力。石长
铁路动车，便是在石长复线上跑。

“石长铁路既有线路的设
计时速是120公里/小时， 复线
要改造成160公里/小时， 实现
电气化， 并且在既有线路不停
运的情况下实施改造， 难度很
大， 每天最长的施工时间只有
180分钟，施工节奏可谓是见缝
插针。”广铁集团长沙工程建设
指挥部副指挥长梅文勇介绍，
2016年1月， 石长复线建成，为
增开动车提供了基础。

与城铁比
增设洗手间和饮水机

当天上午8点， 记者乘坐了
从长沙开往石门县北的D7578次
列车。

记者注意到， 石长动车设置
了4个洗手间， 比城铁多了一倍，
方便旅客在旅途中使用。同时，为
解决旅客饮水问题，车组在01车、
04车、08车加装了饮水机，而城铁
是没有饮水机的。此外，动车每排
座椅靠走廊侧都预留了电源插
座，方便旅客在途中为手机、笔记
本、平板电脑等常用设备充电。

广铁集团长沙车辆段技术
科科长曹玉东介绍，石长铁路开
行的动车车型是CRH6F，运营时
速最高为160公里， 跟长株潭城
铁目前的车型相同，除头车外每
节车厢都有三对双开塞拉门，方
便旅客乘降。

广铁集团长沙客运段动车二
队党总支书记章秋表示， 石长动
车共有8节车厢，500个座位。

长沙市民饶雨在常德创业，
每周都要往返长沙、 常德两地，
听闻9月21日石长动车首发，特
意在网上买票坐上了早上8点从
长沙开往常德的动车。

“虽然乘坐动车在时间上跟
开车和大巴差不多，但车票只要
53元，比坐顺风车和大巴车都便
宜，而且动车很宽敞，座位舒适，
还可以充电。”饶雨说，石长动车
长沙站与地铁、 城际铁路接驳，
乘车更方便， 以后往返常德，动
车出行将是首选。

本报9月21日讯 “无轨
列车” 的理想终于照进现实。
记者今从株洲获悉，全球首条
智轨示范线已悄然开建，将按
计划于10月下旬竣工试运行，
届时市民可凭身份证免费乘
坐体验。

一期工程10月竣工

智轨列车由中车株洲所研
制， 又称虚拟轨道列车、“无轨
列车”。今年6月，该车研制成功
的消息发布后，吸引了北京、浙
江等地的政企前来考察。 作为
该款先进列车的诞生地， 株洲
市极力争取本土优先运营，以
此打造智轨系统产业链有效整
合的推广应用平台。

经过三个多月的筹备，本
周， 智轨示范线一期工程在株
洲市河西神农大道启动施工。
今天上午， 记者在神农大道看

到， 神农大道神农大剧院至体
育中心路段， 靠近中间绿化带
的两个车道已被围挡起来，施
工人员正有条不紊地进行土建
作业。

智轨示范线一期工程全长
约3公里， 共设神农大剧院站、
珠江北路站、 黄河北路站和体
育中心站四站，站点间距约600
米至800米。

智轨示范线车道宽 3.75
米，智轨车道外侧设置隔离设
备。预计10月8日前，完成一期
道路改造、绿化移栽、站台等
施工。

2017中国(湖南)国际轨道
交通产业博览会暨高峰论坛将
于10月24日在株洲启幕， 按计
划， 这条智轨示范线将在此次
会上亮相。

示范线试运行期间， 市民
可凭身份证免费乘坐体验。正式
运营后可扫二维码或投币购票。

与公交、磁浮对接

据了解， 首批服务于智轨示
范线的有3列列车。 每列车由3节
车厢组成，可容纳300人。

智轨示范线的站台与公交站
台有区别。其站台总长度49米，其
中14米为售检票区域。 由于是路
中岛式站台， 示范线乘车实行车
下售检票模式， 可以极大地缩减
车辆停靠站等候的时间， 并节省
人工成本。站台设有安全门、电子
站牌等， 市民可在等候区通过电
子站牌了解到车辆的行驶信息。

智轨列车为双动力双车头，
设计时速70公里。

株洲市智轨项目整体规划线
路为： 体育中心—长江路—衡山
路—神农大道，全长约12公里。

未来， 智轨将实现与常规公
交、BRT对接融合，并与磁浮车站
实现无缝对接。 ■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周萃 胡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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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流浪人员因“无户口”而“无权利”视
点

9月21日， 记者从省民政厅
获悉， 该厅与省公安厅联合发
文，将为长期滞留的流浪乞讨无
户口人员和弃婴（儿）办理登记
集体户口。这类群体在落实户口
问题后，将依法享有低保、新农
合医保、 特困救助等福利。（详
见今日本报A06版）

户口往往与个人权利紧密
挂钩，每一个公民在法律上都必
须根据户口等身份信息来获得
自己的相应权利，如医保、特困
救助等，这就意味着，如果没有
户口，也无法享受这些法定福利
和保障。

很多流浪乞讨人员因为各
种原因而无法说明自己的真实
身份， 也不能与家人取得联系，
这就直接导致他们既找不到原

籍，也不能在目前所在地获得新
的公民身份，成了人们口中没有
户籍的“黑户”。没有户口，自然
也就难以拥有权利，而这一群体
也不具备向政府寻求救助的常
识和能力， 一旦陷入极度困境，
不少人就只能坐以待“毙”。政府
部门为他们进行落户，正是主动
替他们主张权利，将其纳入制度
性关怀的举措。

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制度
救助，是国家的职责所在，也是保
障公民的基本生存权的体现。我
国在2015年发布的《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
问题的意见》就明确了8类无户口
人员登记户口的总体方案， 紧跟
国务院发布的《意见》之后，包括
重庆、广东、山东在内的多个省份

又相继出台了实施细则， 这些细则
中就包括新增的“无法查找身份信
息的滞留流浪乞讨无户口人员”这
一类型， 进一步将对流浪人群的制
度性救助进行完善。与此同时，山东
威海、 江苏泰州等城市率先为当地
的流浪乞讨无户口人员办理了落户
手续，良好执行了这一政策。

湖南省民政厅和公安厅对长期
滞留的流浪乞讨无户口人员的落户
工作，在审核、申报方面都作出了具
体的时间规定，同时制定了分类分流
安排和安置的细化规定，而这些人员
在落实户口之后，理所当然将“激活”
与自身配套的一系列公民权利，而不
再是依靠福利机构的最低限度救济。
实际上，这一举措既可大大减轻福利
机构的负担，使流浪乞讨人员的管理
不再涌积于救助站之类的机构，又可

避免再出现制度性救助不足、管理不
力而导致的悲剧性事件。

流浪乞讨人员因为无法查明身
份信息而陷入“黑户”身份，显然违背
了我们提倡的“以人为本”的理念，而
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也直接决定了
一个国家、 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因
此，就“创建文明城市”的内涵性来
说， 给予流浪乞讨人员户籍安排，本
身就是最能体现文明价值的政府行
为。对于长期滞留、又无法提供有效
身份信息的可救助人员，及时为他们
落实户口、伸张权利并保证让他们获
得基本保障，需要各部门依照政策规
定积极行动起来， 并要加大排查力
度，力争无遗漏。同时这一举措更应
成为常态机制，让那些流浪乞讨人员
不因无户口而成为无权利之人。

■本报评论员 张英

石长铁路动车起跑，去常益更方便
每天开行8对，比坐大巴还便宜 乘车地点：长沙火车站而非长沙南站

智轨示范线的站台效果图。

石长铁路每天将开行8对动
车组列车，其中长沙至石门县北
站间开行D7562/1次 、D7564/3
次 、D7566/7 次 、D7570/1 次 、
D7574/3次5对动车，长沙至常德
间开行D7568/65次 、D7572/69
次、D7576/5次3对动车。

票价方面，长沙至常德站二

等座和一等座的票价分别为53
元、84元； 长沙到益阳站的二等
票票价为26元；长沙至石门县北
站二等座和一等座的票价分别
为74元、119元。

值得注意的是，石长动车长
沙站的地址， 不是长沙南站，而
是在五一大道的长沙火车站。

提醒 乘车地点在长沙火车站

全球首条“无轨列车”示范线株洲开建
今年6月研制成功，10月下旬一期工程将试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