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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停车霸占斑马线 学生与车抢道》后续

本报11月14日讯 记者今天从长
沙供水有限公司获悉， 为配合市政管
网配套设施建设，该公司将进行圭塘路
给水管道接驳工作， 11月16日22:00至
11月17日 7:00，雨花区香樟路（韶山路
至万家丽路） 沿线两厢地区、 圭塘路
（曲塘路至木莲冲路）沿线两厢地区将
停水， 其中重点影响区域为民政学院
及女子监狱等，临近区域水压、水量将
减小，请用户做好储水准备。

■记者 陈月红

本报11月14日讯 记者
今天从长沙市交警支队获悉，
为确保和明路下穿绕城高速
工程施工顺利，从今年11月16
日12时起至2018年1月31日
12 时 止 ， 对 绕 城 高 速
K90+630至 K91+180路段双

向车行道实施全封闭交通限
制措施， 禁止机动车双向通
行， 原行经该路段的机动车
绕道南侧新建车行道通行。
施工期间， 行经该路段的机
动车限速40km/h。

■记者 虢灿

本报11月14日讯“小区在
道路中间加装了护栏， 孩子不
用再与机动车抢道了。” 日前，
市民李先生再次致电三湘都市
报记者称， 他此前反映的问题
已经解决。

9月6日， 市民李先生反
映，开福区第一小学附近的人
行道被不少车辆占用，行人根
本无法正常通行，学生上下学
只能走机动车道， 太不安全
了， 也让家长们很不放心。接
到市民反映， 记者赴现场采

访，随后将情况反馈给开福区
相关部门， 该部门负责人表
示，会马上安排执法人员现场
勘查进行处理。（见本报9月7
日A07版）

11月14日上午， 记者再次
来到现场看到， 开福区第一小
学门口斜对面的道路边上已经
安装了护栏，对人车进行分流，
汽车再也无法停到人行道上。
李先生表示， 孩子们上学安全
了，我们也放心了。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焦晨阳

本报11月14日讯 最
近气温骤降， 开车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喜欢猛吹暖空
调？昨天下午，就有一长沙
县男子因为把空调开到最
大取暖，禁闭车窗，在高速
上晕厥。万幸的是，他昏迷
前停车挥手求助， 路过的
驾驶员及时报警。

11月13日下午， 省高
警局长沙支队星沙大队民
警接到12122转警：一过路
驾 驶 人 称 在 长 永 高 速
14km长株互通往株洲方
向处， 有一辆白色小车内
驾驶人身体感觉不适，请
求民警出警帮助。

民警立即联系120并
出警赶往现场，“当时找到
该车时， 发现驾驶人双眼
紧闭，眉头紧锁，一副很难

受的样子。 车内开着很高
的空调， 随后驾驶人晕厥
失去意识。”出警民警王警
官说。

经医护人员当场初步
认定， 该名驾驶人是因为
低血糖加上空气憋闷造
成。 由于车内空调温度过
高， 车窗紧闭致使空气不
畅而引发驾驶人身体不
适。所幸及时送往医院，通
过医护人员救治， 驾驶人
慢慢恢复意识。 民警了解
得知，驾驶人姓陈，长沙县
人， 一个人准备去株洲办
事，当日天气突变，便将空
调开至最大取暖， 可行至
中途，就感觉胸闷难受，实
在无法忍受时便停车挥手
求助过往驾驶人。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刘娜

本报11月14日讯 今天， 省环保
厅通报10月全省环境质量状况：全省
14个市州政府所在城市环境空气平
均优良天数比例为86.6%， 吉首空气
质量排名第一； 全省地表水水质总体
为优，345个监测评价断面中,�Ⅰ～Ⅲ
类水质断面317个，占91.9%。

大气环境质量方面，全省14个市
州政府所在城市环境空气平均优良天
数比例为86.6%， 与上年同期相比下
降7.6%。空气质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吉
首、张家界、怀化，排名后一、二、三位
的是邵阳、株洲、湘潭。

此外，全省细颗粒物（PM2.5）、可
吸入颗粒物（PM10）平均浓度分别为
39微克/立方米和63微克/立方米，同
比持平和上升1.6%。其中，细颗粒物
（PM2.5）浓度下降幅度较明显的是张
家界(22.9%)，上升幅度较大的是常德
(23.7%)和株洲(15.4%)；可吸入颗粒物
（PM10）浓度下降幅度较大的是张家
界(18.9%)和吉首(12.1%)，上升幅度较
大的是岳阳(23.9%)、常德(20.7%)和邵
阳(17.5%)。 ■记者 和婷婷

本报11月14日讯 近
日，受冷空气影响，阴雨天
气持续坐镇湖南， 气温下
滑。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一
周湖南阴雨日数多，17日
至18日， 省内将有一次明
显的大风降温过程， 气温
骤降， 公众需注意及时添
衣，预防感冒。

实况统计显示，13日
08时至14日08时， 省内
大 部 分 地 区 出 现 了 小
雨，其中湘北、湘东局地
中到大雨 ； 最高气温湘
东南14℃-16℃，其他地区
12℃-14℃；最低气温湘东
南12℃-14℃， 其他地区
10℃-12℃。

省气象台预计， 未来
一周省内阴雨日数多，14
至15日，阴雨相间为主，其
中14日湘中以南地区有小
雨，其他地区阴天为主；15
日湘西、湘北有小雨，其他
地区阴天为主；16至18日
白天省内有一次小到中雨
过程， 湘东、 湘南局地大
雨。 主要冷空气影响在17
日至18日， 省内将有一次
明显的大风降温过程，最
高 气 温 降 幅 湘 南 可 达
14℃以上，其他地区降幅
可达12℃-14℃， 最低气
温5℃-7℃。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张倩

本报11月14日讯 以后，市
民游客将可乘坐空轨一览湖南
湘江新区大王山片区的美丽风
光。据悉，湖南湘江新区大王山
片区拟建设交通提质及停车设
施配套项目———空轨客运工
程， 目前正在进行项目的前期
工作， 并在国内公开征集车辆
及设备技术资料。

列车被吊在半空中行驶

什么是空轨？空轨是空中
轨道列车的简称，属于城市快
捷公交，是悬挂式单轨交通运
输系统。 轨道位于列车上方，
由钢铁或水泥立柱支撑，列车
被吊在半空中行驶。与其他交
通系统相比， 它有啥优势？空
轨由于将地面交通移至空中，
在无需扩展城市现有公路设
施的基础上可缓解城市交通
难题。又由于它只将轨道移至
空中，而不是像高架轻轨或骑
坐式单轨那样将整个路面抬
入空中，因此克服了其他轨道
交通系统的弊病，在建造和运
营方面具有很多突出的特点
和优点。据资料显示，空轨以
电力牵引为动力，不产生任何
气体排放， 环保低碳零污染；
占地面积小； 比地铁造价低，

约为地铁的1/5； 空轨列车车
轮在封闭的钢制轨道梁环境
中运行，不会发生出轨、脱轨
等情况，同时也不会受到雨雪
等恶劣天气影响，在空中运行
也不会像路面交通一样与其
他物体碰撞；列车在行驶中几
乎不产生噪声，对居民生活干
扰小；兼具观光功能，有利于
发展旅游业。

全长8.3km，计划设9座站

2016年9月30日， 我国首
列新能源悬挂式空中列车在成
都成功挂线。2017年7月20日，
中国最高速的悬挂式单轨列车
在青岛研制成功， 进入型式试
验和试运行阶段， 该列车设计
时速80公里， 最高运行时速为
70公里，运行速度媲美地铁。

大王山片区空轨客运工
程，线路拟起于山塘（北部）游
客集散中心， 沿途经过湘江欢
乐城， 湘军文化园和恒大童世
界等旅游景点，止于观音港（南
部） 游客集散中心， 全长约
8.3km， 计划共设9座车站，在
山塘游客集散中心内设置车辆
段。 车辆制式拟采用有轨电车
或悬挂式单轨。

■记者 陈月红

好惬意！今后可坐“空轨”逛大王山
大王山片区“空中巴士”线路拟建8.3公里，全程设9座站台

空轨自1901年乌波塔尔线建设开始， 距今已有111年的历史，
后来又先后建设了多特蒙德线、杜塞尔多夫线等，是一项成熟的技
术，具有独特的优点，目前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和关注。

在日本、俄罗斯等国家，悬挂式轨道交通列车也已经运营
多年。

新闻多一点 “空轨”已有111年历史

未来一周阴雨天气持续
最低气温5-7℃！17日再迎强冷空气

10月环境质量公布
优良天数占比86.6%

车内热空调开最大
男子高速上晕厥

加装护栏，孩子不再与机动车抢道

绕城高速部分路段全封闭施工

长沙雨花区香樟路、圭塘路
沿线将停水

集装箱

交通连线

连线

国内速度等级最高的空轨日前在青岛下线，最高运行时速达到70公里。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