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8月13日讯 今天上
午8时，湘府路（河西段）快速化
改造工程洋湖大道首个现浇梁
浇筑完成， 这是暨潭州大道段
梁成功浇筑后取得的又一阶段
性进展， 为后续在洋湖大道及
潭州大道上进行施工的连续梁
提供经验。

湘府路（河西段）快速化改
造工程， 包括新建潭州大道高
架桥、新建洋湖大道高架桥、靳
江河大桥加宽、 新建潭州大道
与洋湖大道互通、 罗家嘴互通
改造及相关桥梁下面的道路拓
改等工作内容， 其中洋湖大道
立交东接湘府路大桥， 向西延
伸至长沙绕城高速， 是长沙市
与湘潭市的连接线， 该工程完
工后将完善区域路网， 缓解西
二环的交通压力， 提升道路的
运行能力。■通讯员 杨宇 刘胡

记者 陈月红

湘府路（河西段）
快速化改造有新进展

本报8月13日讯 8月10日
至12日， 全省公安交警组织开
展周末集中夜查统一行动，在
重点旅游线路、 高速公路收费
站、山区要道口、高速公路省际
入口点、 服务区检查点等重点
区域， 重点查处超员、 疲劳驾
驶、酒驾、醉驾、毒驾、涉牌涉
证、非法改拼装、非客运车辆违
法载人等违法行为。 共查处重
点交通违法3027起， 其中超员
11起、疲劳驾驶82起、酒驾383
起、醉驾31起、毒驾10起。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蔡万仪

周末夜查，查处重点
交通违法3000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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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本报8月13日讯 今天，记
者从新华联铜官窑古镇旅游产品
发布会上获悉， 湖南省首个投资
过百亿的大型文化旅游项目，“湖
南省重点工程”、省“511”重大投
资计划的铜官窑古镇将于8月28
日正式对外开放。

据了解， 全新开发的铜官窑
古镇项目以“古镇+主题乐园”概
念筹建，总占地3000亩，总建筑面
积超过110万平方米，在景区的设
计中融入了独特的陶瓷文化、湖
湘文化、 唐文化和海上丝绸之路
等文化，共有18处人文历史景点、

8大博物馆、5大演艺等内容。
新华联总经理傅济介绍，预

计该景点门票价格将在150元至
400元之间， 分为工作日及休息
节假日两种规格，将在开放后一
个月内推出门票优惠活动。

在过去，长沙在湖南省旅游
行业中大多充当“交通枢纽”的
角色。湖南省旅行社协会会长左
翼认为， 铜官窑古镇的开放，将
有望改变星城在市场中“过客而
不留客”的局面，使文化旅游产
业成为长沙经济结构的重要组
成部分。 ■记者 朱蓉

本报8月13日讯 走在路上
突然想上厕所，兜兜转转却找不
到厕所？这样的问题，在长沙市
开福区已经逐渐得到解决。用智
能手机打开百度地图，输入“开
福区公厕”就能轻松找到附近的
公共厕所。

手机点一点， 找厕很方便。
今年6月， 开福区主动对接百度
地图，对开福区内的公厕进行智
慧管理，开放了长沙市首个百度
搜厕服务，将区内现有公厕的具
体位置、图标信息等录入百度地
图平台， 并逐渐完善和更新。截
至目前， 全区121座公厕信息已
全部上线，市民只需轻点手机进
行搜寻，就能轻松找到身边最近
的公厕并导航前往。

另外，“厕所革命”专项行动
方案显示，今年，开福区将对捞

刀河以南区域范围内公厕进行
规划建设，规划新建、扩建21座
高标准示范性公厕， 翻修改造
57座破损公厕， 修复提质38座
老旧公厕， 规范提升23座达标
公厕， 完成涉农街道1000户无
害化卫生改厕任务， 建设规模
为全市之最，预计今年9月将全
面完工。 厕所内都将配备人脸
识别取纸系统、 充电设备和托
婴板等便民设施。

为弥补城区公厕的数量不
足，开福区还将成立“厕所开放
联盟”， 引导辖区内符合条件的
公共单位、商场、超市等，向市民
开放内部厕所。目前，该区已开
展了入户宣传及摸底工作，初步
协议开放单位、 酒店厕所约120
个，预计9月底正式向市民开放。

■见习记者 石芳宇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今
天从长沙市交警支队获悉，
为确保轨道交通5号线万家
丽广场站施工顺利进行，从
2018年8月14日起至2019年

8月13日止，万家丽路荷花路
口东、 西口禁止机动车辆由
东往南、由西往北左转，过往
车辆绕经周边道路通行。

■记者 虢灿

本报8月13日讯 14日零
点，橘子洲大桥机动车道将迎
来为期6天的全天全封闭施工
阶段，14日7点开始，长沙“三
桥两隧” 将实行单双号限行，
限行时间持续4天， 单日走单
号，双日走双号，“闯禁”车辆
将面临罚款100元的处罚。民
警提醒，“三桥两隧”周边近日
增设了24处电子眼抓拍，多次
违法将面临多次处罚。

公交车、出租车等
不受影响

长沙交警岳麓大队六中
队民警莫凡介绍，8月14日零
点开始，橘子洲大桥机动车道
全天候采取交通全封闭的交
通限制措施，双向禁止机动车
通行，非机动车道双向正常通
行，也就是说，非机动车和行
人可以正常通行。

全天候施工的前四天（8
月14日-8月17日）为工作日，
这四天每天的7：00至22：00
交警部门对福元路大桥、银盆
岭大桥、猴子石大桥、营盘路
隧道、南湖路隧道实施单双号
限行的措施， 单日走单号、双
日走双号。

“这是长沙市第一次对三
桥两遂过江通道实行单双号
限行的规定。” 莫凡说，“以车
牌最末位的阿拉伯数字为准，
如果是奇数，则只能在日期为
单数的当天出行， 如果是偶
数，则只能在日期为双数的当
天出行。 车牌号尾数为字母
的，以字母前最后一位数字为

准。”同时，莫凡提醒，公交车、
大型客车、 出租客运车辆、执
行特殊任务的车辆不受单双
号限行的影响。

违规通行罚100元
多次被抓拍多次处罚

记者了解到，在单双号限
行期间，如果有车辆违反限行
规定的话，依据《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39条以及《道路交通
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会对
驾驶员进行记0分，罚100元的
处罚。

“交警部门在三桥两遂两
端增设了24处电子眼，对违反
规定通行的车辆进行抓拍。违
规闯禁一次，拍一次，罚一次；
闯禁两次，拍两次，罚两次。比
如违规的车辆被电子眼抓拍
两次，就会累计对该车进行记
0分， 罚200元的处罚。” 莫凡
说，此项规定对于频繁违规的
车辆处罚力度较大，所以司机
一定要记准自己车牌的最末
位数字，注意不要违反单双号
限行的规定。

此次单双号限行期间，长
沙交警在城区外围设置了17
个卡车分流点，将视情况启动
卡车分流，采取卡放结合的临
时性管制措施，控制入城交通
流量，同时要确保所有出城道
路的畅通；在各过江通道及周
边道路路口设置32个交通疏
导分流点， 将车流合理引导，
平衡区域内交通需求。

■记者 虢灿
见习记者 满延坤

今起走“三桥两隧”过江，看看车牌尾数
“单双号限行”启动，增设24处电子眼抓拍 违规通行罚100元，“闯禁”几次罚几次

“根据预计方案分析，实
行单双号限行之后，长沙三桥
两遂过江通道的交通总量预
计将减少35%， 可以有效缓解
由于橘子洲大桥封闭施工导
致的其他过江通道的交通拥
堵状况。”莫凡介绍，对于原计
划通过橘子洲大桥过江的市
民，莫凡建议这部分人群根据
自己的目的地，就近选择南湖
路隧道或者营盘路隧道出行，
预计将会比原计划增加10分
钟左右的出行时间。

根据预判， 单双号限行
后，其他被限车辆的过江刚性
需求将集中在二环线湘江三

汊矶大桥和绕城高速的黑石
铺大桥、月亮岛大桥，特别是
三汊矶大桥连接中心城区且
免费，将吸引更多过江通道车
流，给三汊矶大桥两端及周边
交通带来压力。

民警提醒，在橘子洲大桥
封闭施工阶段，虽然对三桥两
隧实行了单双号限行，但是预
计的交通流量仍然较大，建议
市民最好选择步行、 乘坐公
交、 地铁等绿色方式出行；同
时提醒开车的驾驶员朋友注
意错峰出行，尽量避免在早晚
出行高峰选择过江出行，驾车
出行时服从路面民警指挥。

三汊矶大桥通行压力加大
最好选绿色方式出行

万家丽路荷花路口交通管制

连线

交通 长沙开福区对公厕进行智慧管理

街头内急不用慌了
手机一键能找公厕

全新开发的铜官窑古镇月底开放
系我省首个投资过百亿的大型文化旅游项目

扫一扫，看本报现场视频报道，了解更多限行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