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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8日讯 交通违法随手
拍，举报成功还有奖金，10天里收到
5000多条群众举报， 发放奖金1.2万
多元。长沙交警依托“星城园丁”APP
开通“随手拍”车辆交通违法举报以
来，自3月28日至4月7日，平台共接
到群众举报5588条，已初审3790条，
审核通过598条，有效录入公安交通
管理信息平台的460条。

“随手拍”交通违法奖金兑现

“违停和占用公交车道容易拍，
我举报了34条，通过了7条，有210元
奖金。”今天上午，长沙市交警支队一
楼大厅，市民王先生跟记者介绍“随
手拍”诀窍。王先生坦言，举报有奖金
是小事，通过这个举报，他也担心自
己在有交通违法时被拍到，所以更加
注意出行遵纪守法。

根据《长沙市交通违法“随手拍”
举报平台举报奖励办法》规定，对于违
法记分6分（不含）以下，且罚款200元
（含）以下的违法行为，举报成功后，每
起奖励30元； 对违法记分6分（含）以
上，或罚款500元（含）以上的违法行
为，举报成功后，每起奖励50元。

目前，财政已通过交警部门分批
发放举报奖励资金， 累计奖励414
笔，共计奖金12420元。

实线变道抓拍成功率最高

长沙市交警支队处教科民警许
申介绍，交警部门根据社会关注和管
理需求， 目前将占用大客车专用道、
违法停车、实线变道及闯红灯等常见
且群众意见集中的四类交通违法纳
入“随手拍”平台，接受市民举报。前
期共初审3790条， 审核通过598条，
初审通过率为15.8%。其中，违法停
车183条，占比30.6%；占用大客车专
用道21条，占比3.5%；实线变道394
条，占比65.9%；闯红灯0条。

为确保交通违法处罚工作的严
谨， 确保当事人合法权益，“随手拍”
举报线索查证对于影像资料的清晰
度、完整性有相应的要求。相关车辆
违法信息由举报人从星城园丁APP
“随手拍”功能提交后，首先进入交通
违法举报平台进行资料的初审，基本
审核通过的再转入第二轮审核，符合
交通违法行为非现场处罚证据标准
的，最后录入公安交通管理信息平台
的交通违法数据库。

据交通违法举报平台初审情况
分析， 审核不通过的原因主要有：一
是抓拍提交的图片或视频不符合录
入标准； 二是未有效定位违法发生
地；三是抓拍显示的经纬度与实际道
路不符。 ■记者 虢灿

本报4月8日讯 4月15
日起， 岳麓书院门票将降为
40元/人次。 记者今日获悉，
省发改委已向湖南大学下发
降低岳麓书院门票价格的通
知。

通知指出， 根据《价格
法》《旅游法》《政府制定价格
行为规则》《政府制定价格听
证办法》《湖南省服务价格管
理条例》和《湖南省定价目录》
等相关规定和要求， 按照成
本监审、听取社会意见、合法
性审查和集体审议的情况，
就湖南大学受托管理的岳麓
书院（含中国书院博物馆陈
列馆）门票价格进行调整。

依照成本监审（湘价成
审〔2019〕10号）和景区运营
情况，岳麓书院（含中国书院
博物馆陈列馆） 门票政府指

导价降为40元/人次。景区可
根据实际运营情况， 在政府
指导价范围内制定景区门票
实际销售价格。

景区应对特定群体实行
价格优惠：对14周岁（不含
14周岁） 以下的儿童、65周
岁（含65周岁）以上老年人、
残疾人、现役军人、军队离
退休干部凭有效证件实行
免票优惠，对14周岁（含14
周岁）至18周岁（不含18周
岁）未成年人、全日制大学
本科及以下学历在校学生
凭有效证件实行半票优惠。
法律法规对门票价格优惠
政策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
定。

通知自2019年4月15日
起生效，有效期5年。

■记者 黄京

本报4月8日讯 今天，
记者从南方航空湖南分公司
了解到，4-5月长沙出发多条
航线票价优惠力度较大，即
日起购买长沙飞北京机票价
格最低520元起，长沙飞哈尔
滨最低630元起，长沙飞呼和
浩特最低380元起，长沙飞广
州最低280元起，长沙飞海口
最低270元起。低价票维持时
间较长， 直到五一劳动节前
机票价格有所回升， 适合市
民踏青出游。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潘俐丽

3月27日，“先锋号”盾
构机下穿京港高铁浏阳河
隧道的施工开始。为实时监
测沉降变化，项目部在浏阳
河隧道内布设两台测量机
器人和120个自动化变形监
测点， 并辅以人工核实数
据；严格控制沉降，项目部
实时调整掘进参数， 并在
拼装管片时同步采取增强
二次注浆、 跟踪补强注浆
等 措施 以确 保 管 片 不 渗
漏 ， 同时每掘进 1.5米都
对渣土称重以严格控制掘
进出土量 。 此外 ， 设备维

护和应急小组随时待命 ；
为确保顺利穿越， 盾构机
下穿隧道期间， 京港高铁
列车进入该段区域降速至
160公里每小时。

4月8日凌晨，盾构机顺
利完成下穿京广高铁浏阳河
隧道。经检测，京广高铁浏阳
河隧道累积沉降量控制在规
范允许范围以内， 高铁线路
轨道隆起量为0毫米，远高于
一般盾构施工精度要求。这
标志着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工
程下穿运营中的高铁隧道实
现了零的突破。

我国首次！高铁地上跑，盾构地下钻
长沙地铁3号线重要突破：地铁盾构机成功实现下穿运营中的高铁隧道

上面高铁在跑、下面盾构施工，下穿位置离高铁
隧道底部仅约11米，下穿总长度达75.3米……

记者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获悉，4月8日，
正在施工的长沙地铁3号线迎来重要突破：中铁二十
五局“先锋号”盾构机顺利实现下穿运营中的京港高
铁浏阳河隧道。 这也标志着我国首次成功实现地铁
盾构下穿运营中的高铁隧道。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齐绍安

确保高铁轨道“零隆起”，严格控制沉降

穿越正在运营中的高铁
隧道， 既要保证盾构正常推
进， 又绝对不能对高铁线路
造成扰动， 对盾构施工要求
极高。 京港高铁是我国南北
交通客运大动脉，一天有280
多趟车次通过， 高峰期平均
每3到4分钟就有一列车高速
驶过。

地铁 3号线湘星区间
双线盾构隧道要从运营中
的高铁浏阳河隧道下方约
11米处穿过， 这在国内尚

属首次， 没有同类施工经
验可借鉴 。 施工方———中
铁二十五局集团长沙地铁
3号线 14标项目部党支部
书记邹世涛介绍，除确保高
铁轨道“零隆起”外，施工还
必须将沉降严格控制在1.4
毫米以内。 但前期阴雨天
气， 让所处地层遇水易软
化， 给下穿沉降控制加大
了难度。 项目部在验证施
工方案可行性后， 才正式
开始下穿。

高铁减速通过、实时监控沉降变化

民警提醒，举报中要注意，举报人自己不能
有违法行为，比如不能在驾驶过程中拍照等。举
报过程中要打开GPS定位， 按照图示照片进行
拍摄。 审核通过后， 奖金将存入举报人和包账
户；单笔奖金自到账之日起30日内未领取的，视
同放弃奖励，不能再领取奖金；每人每月奖励金
额上限为1500元； 欢迎市民对违法停车进行举
报，违法停车举报只能在限定的28条路段，且该
项举报奖励每人每月不超过300元。

“星城园丁”上线10天，发放奖金414笔
实线变道抓拍成功率最高 交警教你怎么拍才能通过审核

奖金到账30日之内领取

4月15日起
岳麓书院门票降为40元/人次

打“飞的”去踏青
280元可飞广州

本报4月8日讯 记者
今天从长沙新奥燃气有限公
司获悉，为配合地铁5号线三
一大道站的施工建设， 该公
司将对万家丽路西湖楼西南
角的部分用户进行停气，停
气时间为4月9日22:00至4月
10日8:00。

其中此次被停气的居
民用户包括：藏珑湖上国际
社区，月湖兰亭，财富名园，
月湖小区， 洪山文化城，美
世界园林公寓，金色溪泉湾
别墅， 金色溪泉湾高层，万
家丽路绿洲花园（威尔士春
天）一、二期，长大卧琥、卧
琥二期。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黄明奇

长沙这些小区
今晚将停气

4月8日凌晨，
长沙地铁3号线盾
构机顺利实现下穿
运营中的京港高铁
浏阳河隧道。图为测
量人员进入隧道进
行沉降量精测。
通讯员 张照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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