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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长沙站预计
发送旅客逾300万

岳宁大道路基工程基本完成，预计8月份可实现主线通车。 记者 杨田风 摄

本报7月6日讯 进入7月份，
长沙各大院校、 中小学开始陆续
放假，学生流、探亲流、旅游避暑
流交织出行， 长沙火车站客流量
逐步增长。今天，记者获悉，今年
暑期运输期间为7月1日起至8月
31日止，共计62天。长沙站预计
发送旅客333.56万人（日均5.38
万人），同比增加52.77万人，增长
18.8%。最高峰预计发送8.3万人。

根据目前的车票预售情况来
看，省内常德、衡阳、岳阳方向票
源比较紧张； 省外东北三省、西
藏、新疆等方向车票已基本售罄，
北京、上海方向只有少量余票。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甘丽莎

本报7月6日讯 暑假到
来，练车的人多了起来，一些教
练车图方便在驾校附近道路上
让学员开车上路。昨天上午，长
沙雨花交警在香月路附近开展
专项整治，不到两个小时时间，
查获五台违规上路的教练车，
这五台车的教练员均被处以
200元罚款。

禁训路段练车
教练被罚200元

昨天9时50分，一台驾校教
练车在香月路长塘路口行驶被
民警拦截下。车门被打开后，驾
驶座上的年轻女子很慌乱，民
警一问，她只是学员，副驾驶座
上是该车的教练周某。

雨花交警大队十中队副中
队长黄浪勇告知教练周某此处
为禁训路段， 随即对周某做出
罚款200元的处罚。而周某辩解
称自己知道这里是禁训路段，
刚刚是准备带学员去训练场练
车才让学员开车。

黄浪勇介绍， 近期雨花交
警大队已经提前告知周边驾校
目前长沙的部分禁训路段，但
仍有不少教练让学员在禁训路
段练车。“让技术尚不成熟的学
员在禁训路段和区域练车，不
仅危及周围车辆和行人的安
全， 更是对学员和教练本人的

人身安全不负责。”黄浪勇说。
上午不到两个小时时间，

民警已拦截下5台在禁训路段
违规行驶的教练车。 依照相关
规定， 在道路上学习驾驶未按
照指定路线、 时间进行或者教
练车乘坐无关人员的， 依法对
教练员处200元罚款。某驾校教
练陈某在接受处罚时表示：“再
也不会这样了。”

多路段为训练时禁行道路

记者从长沙交警获悉， 目
前，长沙市的西二环、北二环、
芙蓉北路、 福元路、 万家丽北
路、浏阳河大道、沙湾路、湘府
路、 万家丽南路、 时代阳光大
道、韶山路、新开铺路、湘府路
大桥、洋湖大道、坪塘大道（含
边界道路） 的合围区域内的道
路（路段）为教练车训练时禁行
道路；上述合围区域以外、三环
线以内的芙蓉路、远大路、人民
路、长沙大道、劳动路、香樟路、
三一大道、新花侯路、岳麓大道
西延线、枫林路、桐梓坡路、雷
锋大道、 学士联络线以及潇湘
路、 湘江路的猴子石大桥以南
路段，因交通流量大，交通实际
状况复杂， 也不得作为驾校实
际道路训练的线路。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林嘉韵 程欣鑫

本报7月6日讯 奔驰车正
要交给服务员去停， 民警赶来
了，这台市价200多万元的车涉
嫌套牌被暂扣， 驾驶员面对民
警的询问沉默许久，才声称“用
的是亲戚的牌”，而牌照所属的
小车车主则称“要是民警不通
知我， 我还不知道被套牌了。”
今天上午， 长沙开福交警通报
了该案。目前，长沙市公安局大
联合交管中心利用信息平台套
牌假牌分析模块， 筛选出涉嫌
套牌的车辆18辆， 均为进口品
牌的越野车或小型轿车， 且全
部是奔驰、宝马、路虎、奥迪、丰
田等进口名车。

名车涉嫌套牌
驾驶员记12分

昨天中午， 开福交警大队
一中队接到通知， 湘江路营盘
路口有一台黑色奔驰涉嫌套
牌，车牌号为湘A3DH*，尾部
车型贴标为S600L。

民警赶到现场时， 附近酒
店的服务员正要去停车， 服务
员随即通知了车主。车主姓黄，
是一名年轻男子。 面对交警关
于该车是否存在假牌套牌问题
的查问，车主黄某沉默不言，后
来才辩称，是用了亲戚的车牌。
而民警联系该号牌车主时，车

主称根本不知道被套牌。
目前， 交警部门已将该车

暂扣， 车主需凭借合法手续凭
证才能将车领回， 如果没有这
些票据， 这台车可能会被报废
处理。 驾驶员黄某将面临驾驶
证记12分、罚款2000元以上的
处罚。

大数据筛选出
18辆套牌车

最近一周，长沙交警已经
连续查获5起假牌套牌车辆。
记者了解到，为消除路面安全
隐患，净化交通环境，长沙市
公安局大联合交管中心利用
信息平台套牌假牌分析模块，
开展专题分析研判，通过路面
监控设备收集的车牌数据进
行时空分析，提取出一批异常
号牌数据，再进行机动车登记
信息和视频图片比对分析，筛
选出涉嫌套牌的车辆18辆。数
据显示，第一批18台车均为进
口品牌的越野车或小型轿车，
而且全部是奔驰、宝马、路虎、
奥迪、丰田等进口名车。目前，
交警指挥中心已下达指令，路
面勤务和机动大队正在开展
专项查缉。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林嘉韵 程欣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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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6日讯 作为长
沙中心城区与宁乡市联系的
一条快速通道， 岳宁大道的
建设进展备受各方关注和期
待， 来自项目部的最新消息
显示：8月份可实现主线通
车。不过，就在7月5日，微信
上传出岳宁大道项目存在重
大质量问题， 称项目部分路
段使用“假水泥”，“水泥座徒
手可碎”。 这一情况是否属
实？记者今日了解到，目前该
项目有关部门专门成立了联
合调查组， 调查结果已基本
形成定论。记者在一份“关于
岳宁大道项目负面舆情事件
初步调查的汇报” 材料中看
到，明确了“微信文章报道事
项不实”。

梅溪湖到宁乡
只需20分钟

今天上午，记者开车前往
岳宁大道实地体验发现，岳宁
大道路基工程基本完成，现场
不少路段正在进行沥青施工，
路灯、护栏、绿化等附属工程
已进入收尾阶段。“预计8月份
可实现主线通车， 标识标线、
绿化等附属工程也基本会同
期完成。” 中建五局土木公司
市政环保分公司副总经理彭
红益介绍道。

岳宁大道是宁乡到长沙
城区的新快道， 起于梅溪湖
西延线， 止于宁乡市汽车南
站，全长约32.6公里，采取双
向六车道标准建设， 全线没
有红绿灯设置， 设计时速80
公里， 岳宁大道宁乡段已于
去年通车。“全线通车后，从
长沙梅溪湖出发到宁乡只需
要20分钟， 时间可以缩短一
半多。”彭红益表示。

据了解， 岳宁大道拉通
后， 大大缩短了宁乡与长沙
中心城区的时空距离， 对湘

江新区向西纵深拓展和宁
乡东进融城都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网传质量问题
初步确认不实

网传“岳宁大道”存在
重大质量问题，立马引起多
方关注。“岳宁大道”是湘江
新区首批PPP项目， 获知这
一情况后，有关部门立即安
排由质监站等相关部门组
成的联合调查组，并前往现
场勘察取证。 记者注意到，
调查汇报材料中明确：从初
步调查情况看，“报道不属
实”。对于网传的质量问题，
汇报材料也一一进行了说
明，其中对于“现场侧石稳
固性不够， 轻易被推倒”这
一说法，调查组现场核查显
示，项目侧石安装后，会进
行绿化带填土及沥青施工；
侧石一面由中央绿化带填
土反压，另一面由沥青路面
辅助稳固。当前施工阶段中
央绿化带未填土，侧石处于
未完全稳固状态，但不属于
质量缺陷。对于“现场使用
不合格水泥、假水泥”这一
说法，湘江新区质监站现场
查阅材料报验手续、 合格
证、质量报告等文件，发现
资料齐全，与舆情描述情况
不符。对于“水泥座一捏就
碎”的问题，施工方专业人
员指出，施工完毕的水泥座
因刚浇筑完毕、 时间不够，
一捏就碎并不奇怪。

调查组表示，接下来还
将组织排查队，由有关部门
联合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对
全线所有施工部位进行质
量隐患排查，对不符合质量
要求或存在质量隐患的部
位全面整改。

■记者 杨田风

大数据立功！“揪”出18辆进口套牌车
长沙交警借助大数据时空分析巧妙筛选出套牌车

禁训道路上练车
2小时五名教练被罚

本报7月6日讯 九元航空今
日宣布，将在7月12日正式开通长
沙往返广东揭阳潮汕低票价新航
线。 揭阳潮汕国际机场位于广东
汕头、 潮州和揭阳3个城市中间，
从机场到这3个城市的中心均有
便捷的机场快线连接。

据悉， 新航线由九元航空全
新波音737-800型飞机执飞，每
日往返各一班。 单程机票289元
起，相当于全价机票3折，相比其
他同时段航班， 价格优惠了15%
-40%左右。从7月9日起至7月12
日每晚9点， 九元航空将推9元机
票秒杀，旅客可通过“九元航空”
微信服务号和App参与抢票。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黄雁 实习生 刘敏媛

长沙新增
往返潮汕低价航线

相关新闻

长沙至宁乡8月可走新快道
网传“岳宁大道存在质量问题”被确认不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