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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1日讯 记者获悉，
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4月10
日发布公告，对与轨道交通7号线
一期工程关联的市政道路重要节
点改造方案及周边交通分流措施
研究项目公开招标采购。 据招标
公告显示，长沙轨道交通7号线一
期工程从云塘站至汽车东站，线
路长度21.46km，设站20座，主要
沿韶山路和远大路敷设。

据《长沙市2019年重大项目
投资计划》，7号线一期工程为预
备项目（含预开工、预备、前期研
究 项 目）， 建 设 起 止 年 限 为
2019—2024年，其中2019年开展
方案论证等前期工作。

据介绍， 考虑站点建设与城

市周边道路改造及建设期间对交通
的影响， 本次公开招标重点研究轨
道交通7号线一期工程重要节点（含
但不限于红星大市场站、井湾子站、
林科站、东塘站、雨花亭站、城南路
站、窑岭站、五里牌站、东二环站、马
王堆站和汽车东站） 的市政道路改
造方案及周边交通分流措施研究，
工程总投资约46亿元。

该项目设计总体要求还提出，
加强“轨道+公交+慢行”三网的接
驳研究，即：道路改造中研究现有公
交站点的改造和迁移、 慢行系统的
安全过街、慢行设施的布置等，以打
造“轨道+公交+慢行”可持续交通
体系。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 曾雪琪

长沙市地铁3、4、5号线票价
继续沿用现行1、2号线票制和票
价，并适用于地铁整个线网，实行
同网同价。即：计价方式按里程分
段计价，起步价2元可乘6公里（含
6公里），超过6公里采用“递远递
减” 的计价原则，6—16公里（含
16公里）范围内每递增5公里加1
元，16—30公里（含30公里）范围
内每递增7公里加1元，30公里以
上每递增9公里加1元。

其中这些人在长沙坐地铁可
享受优惠：现役军人、伤残军警及
办理残疾人证的人凭有效证件免
费乘车；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凭
有效证件办理老年票， 持票可免

费乘车； 长沙地区普通中小学生凭
有效证件办理学生票， 持票可享受
票价5折优惠；每位成年人可免费带
1名身高不足1.3米的儿童乘车，超
过1名按超过人数购票；持普通储值
票乘车可享受票价9折优惠。地铁运
营单位在政府规定的票价优惠政策
基础上， 可采取灵活多样的票价优
惠措施， 报价格主管部门备案后实
施。记者发现，对比听证会前公布的
票价方案， 此次公布的长沙地铁定
价决定中票价优惠政策方面有细微
变化，增加了“‘长株潭一体化’、‘潇
湘一卡通’、‘移动支付第三城’实施
过程中涉及三市统一优惠政策的相
关规定另行发布”这条内容。

长沙地铁定价决定公布：3、4、5号线票价不涨；三日票、七日票、旅游票等建议被采纳

地铁票价听证，这些建议为啥被否
长沙地铁3、4、5号线票价怎么定？3月22日，长沙召开了“地铁票

价听证会”， 会上听证参加人对听证的地铁票价方案表示理解和支
持，同时也对票价方案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针对听证参加人提出
的意见和建议，长沙市发改委经多次研究并报长沙市政府批准，作出
了长沙市地铁票价的定价决定。4月11日，该定价正式公布，地铁3、
4、5号线和1、2号线同网同价。此外，听证会上有些建议被采纳了。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 曾雪琪

3月22日，听证会上，听证参
加人对地铁票价方案提出了一些
建设性意见。4月11日，长沙市发改
委也正式一一予以回复。据介绍，听
证参加人有些建议被采纳了。

长沙市发改委表示，对于“增
加三日票、 七日票、 旅游票等票
种”建议，将由长沙市轨道集团在
前期发行一日票、 三日票等票种
基础上，研究更多优惠票种，增发
“旅游票” 等多种促进客流的票
种，报该委备案后实施。

听证参加人建议“加快轨道
交通智能化建设”、“建立城市轨
道交通综合发展模式”和“增加地
铁多种经营、 加大技术投入”。对
此， 长沙市轨道集团要进一步加

强对轨道线路票务系统、 信号系统
和车辆系统等智能化研究， 积极拓
展业务范畴， 进一步开发地铁周边
产品，有效开展网络化运营，降低运
营成本，同时为市民提供更舒适、便
捷的乘车环境。

关于“开通地铁站内下行电梯”
和“优化地铁口的出口标识” 等建
议，发改委答复，长沙地铁站内已有
下行电梯的， 长沙市轨道集团应全
部开启。 在以后地铁线路设计过程
中， 长沙市轨道集团应充分考虑群
众出行的便利性， 合理规划出入口
电扶梯数量，适当增加垂梯，进一步
优化地铁出口标识， 修整不明晰的
标识，方便广大群众出行，特别是残
疾人、老年人的出行。

地铁3、4、5号线票价不涨价

听证会上这些建议被采纳了

近日，基本完成装饰装修工作的长沙地铁4号线湖南师大站亮相。4月11日，长沙市发改委公布，地铁3、4、
5号线和1、2号线同网同价。 记者 陈月红 摄

连线

从云塘至汽车东站，地铁7号线拟设20站
今年将开展方案论证等前期工作

释疑

听证参加人提议地铁票
价“起步价由2元6公里调整
至2元8公里”。对此，长沙市
发改委表示， 该委是在综合
考虑企业运营成本、 社会承
受能力、 公共交通工具比价
关系和政府财力等因素，参
考同类城市票价水平的基础
上制定地铁票价方案的。目
前长沙市地铁票价水平在全
国28个地铁采取里程计价方

式的城市中处于中等水平，
其起步每公里价格为0.33元，
仅高于长春、南京和合肥3个
城市， 此次票价方案是比较
符合长沙实际的。

关于“地铁刷卡折扣调
整为8折”建议，长沙市发改
委表示，地铁建设投资巨大，
运营成本高， 如地铁刷卡实
行8折优惠，市财政将承受更
大的压力； 此外其他城市地

铁优惠政策一般为9折，而苏
州、南京、沈阳等地则是9.5折
优惠。目前，湖南潇湘支付公
司发行了“长沙一卡通”潇湘
卡， 正在整合长沙公交卡和
地铁卡等功能， 待潇湘卡进
一步推广，考虑在恰当时机，
视长沙市财力等相关情况对
地铁刷卡优惠折扣进行调
整。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 曾雪琪

关于听证参加人建议
“1.3米以下儿童全部免费乘
坐地铁”和“儿童不要按身高
规定， 按年龄规定免费乘坐
地铁”建议，长沙市发改委表
示暂不予采纳的理由是：按
照《长沙市轨道交通管理条
例》有关规定，学龄前儿童应
当在健康成人的陪护下乘
车，不能单独乘车；与地面公
交优惠政策保持基本一致；
借鉴其他开通地铁城市的优
惠政策； 参照我国儿童身高
标准，1.3米以上儿童年龄为
8—9岁， 如果按照年龄进行
优惠，将会缩减优惠范围。

关于“将大学生纳入优
惠群体， 享受中小学生优惠
政策”和“中小学生纳入免费

乘坐群体”建议，长沙市发改
委表示， 学生卡主要对象是
在轨道交通沿线居住或沿线
学校就学、 需每日乘坐轨道
交通上学的中小学生； 大学
生大多是住读， 其住宿和就
学均在校内或校园周边，一
般只在放假或出游时有少量
的出行需求， 并不是通勤乘
客的主流群体， 出行成本并
不高。此外，参照其他城市地
铁的优惠政策， 乘坐地铁都
没有对在校大学生优惠和对
中小学生免费； 参照长沙市
公交系统优惠政策， 公交也
未对在校大学生进行优惠和
对中小学生免费， 而且增加
优惠所产生的费用对政府财
政造成较大压力。

关于“60-65岁老人乘坐
地铁享受优惠政策”建议，该
委认为， 从国内已开通地铁
的城市来看， 对老人优惠乘
车的政策， 大部分城市是规
定70岁以上老人享有免费乘
车权利， 长沙地铁结合长沙
市关于优待老年人相关政
策， 将老年人免费乘车年龄
定为65周岁。对于“调整地铁
高峰时段老年人乘坐地铁的
优惠折扣”建议，因为目前长
沙地铁运营线路不多， 地铁
高峰时段65岁以上老年人乘
坐占比不高， 暂不需要实行
老年人错峰分流。 待线网成
熟后， 可以根据地铁客流变
化，借鉴其他城市经验，适当
优化相关政策。

听证会上的这些建议为啥暂不予采纳？
3月22日，“长沙市地铁票价听证会”上，听证会参加人建议“儿童不要按身高规

定，按年龄规定免费乘坐地铁”、“地铁刷卡折扣调整为8折”等，对于这些暂不予采纳
的意见和建议，长沙市发改委4月11日也进行了解释。

老人、学生坐地铁为啥不能更优惠？

地铁刷卡折扣为啥暂不下调为8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