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2月9日讯 长沙市交
警支队今天通报，经长沙交警
与省保险行业协会协商，根据
国家春节放假安排，长沙各快
处快赔服务中心从2018年2月
15日（除夕）至2月21日（大年
初六）放假，2月22日（大年初
七）恢复正常。在快处快赔服
务中心放假期间，所有属于快
处快赔范围的道路交通事故
全部由各辖区交警大队受理。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张晓芳

长沙快处快赔
春节放假

本报2月9日讯 今天上午，
一条由株洲一水厂至株曲路口
的沿江新路通车， 这意味着株
洲河东风光带沿江路全线贯
通。 这条全长9.2公里的临江道
路不仅成为了该市河东的一条
城市观光大道，还是继人民路、
建设路之后，又一条城市干道，
对缓解日益拥堵的交通将起到
重要作用。

沿江路的贯通是湘江株洲
城区河东段综合治理工程（以
下简称河东风光带） 的重要部
分，该工程范围北起石峰大桥，
南至株曲路口， 是集防洪、道
路、交通、景观、生态及旧城改
造为一体的综合性项目。

河东风光带沿江路原来只
有2车道，十分狭窄，不利通行。
改建后， 道路为宽14米的沥青
混凝土路面，双向4车道，设计
车速40公里/小时。

■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潇雅 刘文华

株洲河东
新增南北向干道

本报2月9日讯 今天上
午9点01分，一台橙色的小型
轿车驶入龙湾互通匝道，这
意味着京港澳高速复线岳望
高速公路0~15km和新开连
接线正式开通，G4京港澳高
速和S61岳临高速公路通过
新开连接线实现了高速互通
对接， 驾驶人往返湖北有了
新的选择。

省高警局岳阳支队交管
科科长姚鹏介绍， 此次开通
的S61岳临高速岳阳东收费
站至新开枢纽互通路段全长
15公里，双向6车道，设计时
速为每小时120公里，最北端
经过昆山互通与随岳高速相

接，可一路北上进入湖北境内。
G4京港澳高速和京港澳高速
复线将通过新开连接线的龙湾
和新开互通实现直接连通，对
于缓解京港澳高速和岳阳进出
城通行压力，具有重要意义。

“极大地缩短了京港澳高
速前往湖北方向、 随州方向的
时间。 以前需要从京港澳岳阳
收费站走地方公路， 然后再上
岳阳东收费站。 岳望高速拉通
之后， 驾驶员朋友从龙湾互通
上新开连接线到岳望的新开段
与随岳高速相连， 直接‘高接
高’往湖北方向行驶。”姚鹏说。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陈汐 鲁昌

新时代春运， 旅客不仅要
“走得了”，而且要“走得好”，不
仅要平安到家， 而且要感受出
行的便捷和愉悦。

今年铁路春运， 记者走访
发现， 除了高铁网络更加发达
完善外， 从买票到乘车各个环
节的服务， 因为融入了众多科
技基因， 旅客的出行体验更加
顺畅，回家的脚步更加轻盈了。

网络购票成为主流

“买票”， 是几十年来春运
永恒的主题。不过，随着科技的
发展， 买票的方式近些年来发
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家住长沙四方坪的陈伟华
2010年前在广东打工，他回忆，
当时为了买春节回家的火车
票， 几个老乡在车站排几个小
时的队是常事。

如今，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
及，互联网订票已成为主流的购票
方式，人们通过网络动动指尖即可
在手机上购票。2月9日， 记者在高
铁长沙南车站看到，售票大厅并没
有出现排长队购票的情况。

广铁集团提供的数据显示，
在节假日客流高峰期间，目前互
联网和电话订票在广铁总体售
票所占的比例已经超过八成。

“刷脸进站”仅需6秒

2月7日， 记者在高铁长沙
南站看到， 车站已经全面启用
人脸识别闸机系统， 旅客“刷

脸”即可进站。
人脸识别闸机系统有两道闸

门， 第一道闸门右边安装有扫描
口， 旅客将车票放置在身份证上
方， 将车票和身份证叠加放入扫
描口。核验通过后，第一道闸门会
开启，旅客进入第二闸门。这时，
旅客只需面对闸机右侧上方的摄
像头进行人脸检测， 票证信息相
符、人脸与证件照比对通过后，闸
机便自动放行。

记者测算了一番， 每个旅客
通过“刷脸进站”耗时约6秒，而一
旁的人工通道， 即便核验得比较
快，耗时也得20秒左右。

目前，长沙南、株洲西、怀化
南、衡阳东、郴州西、娄底南、岳阳
东等7个高铁站以及长沙火车站
都启用了人脸识别闸机系统。

网上订餐送到座位

以前， 列车上吃饭是个大问
题， 很多旅客都是选择自带方便
面、面包等干粮。

如今， 列车上的盒饭种类越
来越丰富， 从15元到近百元不等
的都有。2017年夏天开始，铁路推
出了动车组列车互联网订餐服务，
餐食在开车后由乘务员送到旅客
座位上，并且旅客在高铁列车上的
餐饮更加丰富了， 不仅有肯德基、
真功夫这类快餐， 还能吃上牛肉
面、狮子头、盐水鸭等地方特色美
食。同时，今年1月份，高铁外卖增
加了地方特产预订服务，旅客不用
下车就能将高铁沿线美食带回家。

■记者 潘显璇

本报2月9日讯记者从省
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获
悉，2月10日上午， 益马高速
公路将建成通车。 通车后，从
益阳往常德方向的车辆可通
过益阳绕城高速走益马高速，
再转二广高速至常德，缓解长
张高速在今年春运期间的通
行压力。未来，益马高速还将
西延至怀化市，形成湘东北至
湘西南的交通大通道。

益马高速公路是平江至

怀化高速公路中的一段， 全线
位于益阳市境内， 项目建设总
里程57.9公里， 起于益阳市赫
山区绕城高速K17公里处凤形
山枢纽互通，向西经高新区、桃
江县，于马迹塘镇北跨资江，止
于与二广国家高速公路交会处
马迹塘西枢纽互通。 主线按双
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
设计时速为100公里。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陈志华 谭必松

本报2月9日讯 记者今
日下午从龙骧集团获悉，从
小年 (农历二十四)开始长沙
各汽车站班次进行调整，部
分线路将发送流水班次，客
满即走。

记者获悉，汽车西站发
往益阳、常德、汉寿、沅江、湘
潭； 汽车南站发往株洲、湘
潭、醴陵、攸县、易俗河、双
峰；汽车东站发往浏阳、工业
园、社港、秀山、丰裕；长株潭
汽车站发往株洲、 湘潭、醴
陵、浏阳西；黎托高速汽车站
(高铁汽车站）发往浏阳班线,
将视客流情况随时调整为流
水线班次发班,客满即走。其
中， 汽车北站所有班次均为

流水发送。
此外 ， 根据相关部门预

测，今年春运期间，节后返程
客流叠加，出行人数将比去年
有所增加。 为应对返程高峰,
龙骧集团所属长沙各大汽车
站，节后还安排跨省长途加班
线路，省外班线广东地区从初
四开始,其他地区从初六开始
陆续发。

交通部门提醒旅客， 带儿
童出行的旅客, 属于免票范围
一定要向车站申报携童人数，
身高在1.2M以下儿童需在窗
口购票时备注免费携童， 携童
票不占座每台车允许乘坐不超
过座位数10%的免费携童。

■记者 丁鹏志

长沙部分客运线路开始流水发班
各汽车站班次进行调整，客满即走 节后将安排跨省长途加班线路

科技春运
让回家的脚步更轻盈

链接 节后跨省班次加班线路

广东地区 广州、东莞、珠海、惠州、汕头、顺德、中山、揭阳、深圳

江浙沪地区 金华、杭州、上海、苏州、无锡、常州、丹阳、南京、南通、连云港、
扬州、宝应、海安、如皋、淮安

福建地区 厦门、泉州、漳州、龙岩、晋江、石狮、安溪、永春、大田、宁化、长汀

安徽地区 合肥

广西地区 全州、桂林北、柳州、南宁、钦州、合浦、北海

陕西地区 内乡(河南)、商州、西安

交通动态

岳望高速部分路段开通
春运期间可分流岳阳城区交通压力

2月8日17时，经过最后的爆破，龙山县黔张常铁路大坡隧道贯通。该隧道位于龙山县兴隆街道三塘村（进口）和
茅坪乡干坝村（出口），长6678米，为黔张常铁路全线重难点控制工程，1级风险隧道，地质结构复杂，2014年12月开
始施工。 曾祥辉 田明化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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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马高速今日通车
益阳至常德春运有了“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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