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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离你还有多远，一查就知道
长沙城区公交车统一接入智能调度系统，大数据精准服务百姓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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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10日讯 “长沙市
所有公交车车辆数据将全部统
一接入到市运管处公交智能调
度系统，实行城区公交统一智能
调度、监管、应急指挥……”记者
日前从长沙市交通运输管理处
获悉， 通过该智能系统平台，管
理部门可以监管各公交公司车
辆入网率、 当日车辆上线率、营
运趟次、平均发车间隔、车辆运
输线路等十项指标是否合格。而
且，所有公交车接入该智能系统
后，市民在准备乘坐公交车出行
的时候，可以提前知晓公交车的
准确位置，距离你还有多少站。

实时监控公交车上线数量

3月9日下午4点， 三湘都市
报记者来了长沙市运管处在黎
托综合枢纽处的指挥大厅。

“目前长沙市有营运资质的
公交车共6897台，接入到我们系
统里的有6380台，剩余的车辆正
在陆续接入系统中。今日上线车
辆5684台，目前在线营运的车辆
有4912台。”在指挥大厅内，长沙
运管处运营调度中心副主任刘
俊杰调出了公交监控综合信息
图告诉记者。

“以前没接入智能系统前，
虽然说长沙有6000多辆公交车，
但经常会出现‘有的线路等半天
不见车’的现象。造成这些现象
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堵车，也有
可能是公交企业在该线路上实
际配车量不足所导致。” 刘俊杰
说，“现在所有车辆接入到智能
系统后，我们就可以准确掌握到
各公交企业对线路的投入情况，
哪条线路有多少台公交车实时
上线，一目了然。”

准确定位公交车目前位置

除了可以准确掌握公交车
数量外，该智能系统还能对每一
辆公交车进行准确定位。刘俊杰
随后调出了公交车实时地图监
控界面，并随机打开了一趟公交
车运行“直线图”。

记者看到，该线路的“直线

图”与公交车厢内的线路运行图
是一致的， 分为往返两条线路。
稍有不同的是，“直线图”的往返
线路上均有不同数量的车辆标
志，这些车辆标志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进行移动。 刘俊杰告诉记
者：“这些移动的车辆标志就是
公交车的实时位置。”

“根据公交车的实时位置，
我们可以监控这条公交车线路
的乘客体验度。如果在某一段距
离内公交车数量聚集得比较多，
而有些路段一辆车都没有，那么
我们就会根据监控到的情况及
时与公交企业进行沟通，探知原
因，尽量避免主观造成的公交车
分布不均匀情况。”刘俊杰说。

及时告知公交车离你多远

“我们监控到的公交车位
置，不仅只是我们看得到，还可
以通过智能系统平台及时反馈
给乘车市民。”刘俊杰介绍，在长
沙城区主干道上的一些公交站
点上， 交通部门设置了公交站
“电子显示牌”，这些“显示牌”与
智能平台相连，屏幕上会显示行
经该站点的公交车还有多少站
可以到达。“目前，长沙城区内芙
蓉路、五一大道、韶山路、金星路
等主干道上的531个站点均建设
了电子显示屏。”

刘俊杰说，“长沙城区有225
条公交线路、4426个公交车站
点，暂时还没有安装电子显示屏
站点的乘客，可以通过‘长沙道
路运输’微信公众号查看公交车
到站间隔、出行线路、换乘线路
和乘坐车辆等信息。”

此外， 通过智能系统平台，
监管部门可以通过公交车上4
个摄像头查看公交车在行进时
的情况，对驾驶员安全行车、车
内突发情况进行监控。同时，智
能系统还可以对公交车运行速
度进行管控，车速达40公里/小
时向驾驶员预警提醒， 车速达
45公里/小时向驾驶员超速报
警。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吴文革 汤文杰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预
示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发
生系列转折，传统的农业企业
如何从一二三产业割裂发展
转变为融合发展，是其中关键
举措之一。9日上午，在当地政
府的指导下，朴愿博野有机农
庄、湘丰茶叶等农庄联合发起
成立了长沙县农旅文创发展
联盟，该联盟旨在充分挖掘和
发挥当地农业企业和现代农
庄资源优势，向农旅、农教快
速转型升级，积极推动一二三
产业的融合发展。

农场里的特色亲子游

联盟相关负责人肖晓表
示，春游高峰即将来临，为了让
农庄能更好地对接教育和旅游
消费市场， 联盟成员积极开展
各类研学旅行、农耕体验、自然
教育、亲子游等活动。

五彩斑斓的“蘑菇屋”点缀
在青山绿水间， 形态各异的蘑
菇盆栽让人目不暇接……记者
走进长沙县路口镇荆华村地锦
农场，宛如置身蘑菇王国。小蘑
菇撑起“致富伞”，农场主夫妻
彭耀和曹宇搭班创业， 打造国
内首个以蘑菇为主题的开心农
场。同时，也带动周边村民组成
农民创客群， 有的专业饲养珍
珠鸡，有的专心养殖黄牛，有的
种起了秋葵和芦笋， 实现一户
一品一特色。

“采把蘑菇， 追追野鸡，不
光孩子玩得尽兴， 大人也可以
放松心情。”家住天心区的李女

士近日带着女儿来到地锦农
场， 体验了一把返璞归真的亲
子游。

盘活资源做体验旅游

随后， 记者又来到盟下的
葡萄农庄。 这里有千株成年酿
酒葡萄树等待认养。

不用担心养不活， 因为农
场会提供经验丰富的老农进行
指导。不过，扦插、搭架、整枝、
抹芽、控虫、追肥等环节还是需
要认养的人自己去操作， 让人
充分体验种植的乐趣。

“闲置农产品也就盘活成
了优质资源。”肖晓说，七八九
月份，对葡萄基地是旺季，但其
他更多的月份就成了淡季，“通
过认养， 一棵葡萄树绑定一个
家庭， 认养者一年四季都要来
农场，也就有人气了。”

肖晓介绍， 把盟下农庄资
源全部整合起来， 通过农耕自
然教育、 食物教育及农产品体
验旅游等核心要素， 将农庄优
势要素资源整合， 最低成本地
实现了农庄的产业转型。

近年来， 休闲农业成为经
济增长新亮点。“农旅文创联盟
就是架通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桥
梁。”长沙市农委科教处长夏礼
明表示，农业不但要抓生产，而
且要与休闲、旅游、观光结合，
要跨界，把特色的产品，特色的
线路、特色的“好呷、好看、好
玩”项目，宣传推介出去。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肖耀中 通讯员 魏攀

本报3月10日讯 今日，记
者从省人社厅获悉，2018年度
省本级失业保险缴费基数申报
审核工作将于3月19日至5月18
日进行。

各参保单位应根据申报工
作时间安排， 将单位职工个人
2017年的年工资总额录入《湖
南省失业保险参保人员基本情
况及缴费登记表》，并提交相关
表格和资料。 职工个人2017年
工资总额低于36096元的，按
36096元申报。

记者了解到， 根据国家统
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
定》及有关解释文件，职工工资

总额包括： 计时工资、 计件工
资、奖金、津贴和补贴、节假日
福利、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
下支付的工资等职工全部税前
收入，不论资金来源，不论是否
计入成本， 不论以何种形式支
付的劳动报酬， 均应列入工资
总额。

为进一步降低参保单位综
合人力成本、 减轻单位职工缴
费负担，省人社厅明确，2018年
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
内失业保险职工个人最低缴费
基数不再上调。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叶飞艳

省本级失业保险缴费基数开始申报

本报3月9日讯 正值野菜
萌芽生长的时节，不少市民野
外踏青都会随手带回一把鲜
嫩的野菜。然而，长沙县赵先
生采回来的“野芹菜”却惹了
祸。食用后，妻子绕女士舌头
又麻又辣，恶心欲吐。

又到周末出游时，医生提
醒，路边的野菜莫乱采。

经疾控部门确认，赵先生
采食的野菜名叫石龙芮，外形
很像芹菜，别名水堇、鬼见愁、
野芹菜、假芹菜，含剧毒，误食
后会导致口腔灼热， 随后肿
胀，咀嚼困难，剧烈腹泻，脉搏
缓慢，呼吸困难，瞳孔散大，严
重者10余小时内死亡。

正值踏青季节，长沙市第
八医院急诊科主任、主任医师
兰岚建议，市民不要采摘不认
识的野菜，尤其是蘑菇类。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市民
误认为野菜都是绿色健康食
品，却忽视了其可能遭受污染
的情况。比如，在工业废水流
经的草地、公路两边生长的野
菜，因遭受废水、汽车尾气等
污染，导致其中汞、铅等重金
属含量及其他有害物质含量
高， 服食不慎或服食过多，很
容易造成食物中毒。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粟青梅

传统休闲农庄抱团转型玩跨界
立足乡村振兴，对接教育和旅游消费市场

踏青季
“野芹”不要采

阳春三月正当时，正是踏春好时节。长沙世界之窗用上百种风车打造了风车童
话世界，千米风车线，让人目不暇接。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邓婷 向健 摄影报道风车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