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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治超
湘西高速10天劝返440余台

本报4月11日讯 今日， 记者从湖
南高速公路集团湘西管理处获悉， 自4
月1日全省全面启动高速公路入口治超
以来，湘西管理处迅速行动，截至4月10
日，湘西管理处在入口车道处共劝返超
限超载车辆440余台， 高速入口超限车
辆劝返率达100%。

4月 7日 19：56， 一辆车牌为 湘
Jxxx88货车驶入凤凰收费站E03发卡
道，电脑称重显示该车限重31吨，实际
称重为33.24吨，属于超重运输车。收费
站工作人员发现后， 向司机详细说明治
超政策， 并要求货车司机在就近的黄丝
桥收费站下高速。

“你们这计重设备真是准，我就多装
了一点点，以为没事，没想到还是被发现
了！”临走时，该货车司机感慨道。

“辖区各收费站入口整体磅开启治
超功能后，对于超限车辆，发卡系统会显
示不能发卡，车辆将无法上高速。”湘西
管理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王华

本报4月11日讯 百舸竞渡
劈波来，群“龙”逐冠赛风流。今
日，2019年中华龙舟大赛（长沙·
芙蓉站）赛事新闻发布会在长沙
举行，据悉，本次大赛将于4月20
日至21日在浏阳河芙蓉区段东
屯渡水域开赛， 全国1130余名
选手齐聚浏阳河畔，一决高下。

中华龙舟大赛是我国赛事
水平最高、竞技水平最高、奖金
总额最高、规模最大的群众性龙
舟赛事，已连续在长沙市芙蓉区
举办三年。届时，将有来自全国各
地的50支队伍参赛， 总人数达到
1130余人。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湖
南省内队伍参赛热情高昂。据介
绍，此次比赛将有长沙芙蓉龙舟
队、怀化龙协月城队、永州男儿
王队、东岸街道东屯队、衡阳师
范学院队、湖南湘江飞龙队和湖
南文理学院队共7支队伍加入。

本次龙舟大赛可谓是“神仙
打架”，将分为职业男子组、职业

女子组、青少年男子组、青少年
女子组、 精英公开组5大组别进
行对抗。其中，职业女子组和精
英公开组两大组别再次回归成
为本次赛事的一大亮点。

与往年相比，今年龙舟大赛
有四大创新。项目设置上，除100
米、200米、500米的常规项目设
置外，今年新增一千米折返赛项
目。奖金设置上，从去年的150万
增加到了160万。 赛程设置上，比
赛的日程从原来的三个半天调整
为到四个半天， 包括4月19日下
午、20日全天、21日上午这三天。

赛事直播上， 将采用4K超
高清的赛事转播技术并通过
CCTV-5体育频道、CCTV-5+
体育赛事高清频道、CCTV-4K
超高清频道播出，以及历年端午
节比赛通过CCTV-1综合频道
并机直播。

■实习生 郑晨红 程琳琳
记者 袁欣

本报4月11日讯 今天中午，
家住长沙市天心区中海凯旋城
小区的吴先生向三湘都市报反
映，小区旁边的新电路因为近几
天下雨， 已经积起了近1米深的
水。居民们出行十分不便，也存
在安全隐患。记者对此进行了走
访调查。

现场 大马路积水近1米深

记者来到中海凯旋城小区
西侧，看到旁边的新电路上已经
有较深的积水。由于小区位置较
高，积水暂未淹到小区。“这两天
下雨， 这里的积水都可以养鱼
了，居民可以‘看海’。”吴先生无
奈地说，“从2018年夏天开始，这
里就总是出现这种情况，每次只
能由市政部门来抽水，治标不治
本，居民真是苦不堪言。”

记者注意到，积水路段位于

新电路的最西端， 大约有200米
长，较周边地势较低，新电路为
双向六车道的大马路。记者用木
棍往水里探，水有近一米深。吴
先生说，在道路没积水前，周边
小区居民都从这条路通过，现
在因水位较高只能走旁边木材
加工厂的内部道路。

回应 系管道堵塞导致积水

中午， 天心区市政部门调
派工作人员、 抽水机到积水地
点抽水。 一名工作人员介绍，
据他们调查， 积水的原因是小
区北侧修新园路引起管道堵
塞， 导致新电路积水不能及时
排出。 工作人员暂时只能将水
抽到旁边的河里。

下午，天心区先锋街道城管
办工作人员对现场进行了勘察，
查明新电路原来的排水管道因
淤泥等引起堵塞， 造成积水。目
前他们已向天心区政府报告，准
备对该处进行管网改造， 将淤
泥、污水等排到附近中意路的管
网里。 ■记者 石芳宇

坐公交去南岳
我省首条高速公交班线开通

本报4月11日讯 今天清晨6时50
分，随着发车员一声哨响，南岳至衡阳中
心城区的公交车徐徐开出南岳汽车站。
这是我省首条高速公交班线， 也是南岳
区设区35年后，第一趟至中心城区的公
交班线。 该公交班线的开通， 将方便衡
阳、南岳两地市民及来岳游客出行。

据南岳区交通部门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公交班线此次共投入16台全新33
座新能源纯电动客车， 采取双向对开模
式，票价均为每人次15元。其中，衡阳开
往南岳方向分A、B双线营运。A线行经
衡阳市中心汽车站、立新大道、道源路、
船山西路(船山宾馆)、华源市场、石鼓收
费站、南岳高速、南岳汽车站和南岳全域
旅游服务中心，全程52公里，单程耗时
约70分钟。B线行经衡阳市中心汽车站、
蔡伦大道、南岳高速、南岳汽车站和南岳
全域旅游服务中心，全程46公里，单程
耗时约40分钟。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文兰 周娅娜

▲“高桥版”驾驶证是用绿色的硬纸板打
印的。

这台宝马车车牌4个6， 有2个是贴上
去的。 记者 虢灿 摄

本报4月11日讯 红色
宝马小车车牌连着4个6，这
个“靓号”不仅吸引了路人的
注意， 也让路面执勤的民警
多看了一眼， 而民警这一眼
发现号牌异常。

4月10日上午，天心大队
九中队民警张文辉在刘家冲
路迎新路口开展电动车违法
整治。11点左右，一台红色的
宝马X6小型客车从刘家冲
路左转进入中国邮政门面前
坪。出于职业习惯，张文辉多
看了一眼这台宝马车的车
牌。 该车后车牌挂的是湘
A*6666的“靓号”，但张文辉

总觉得车牌显得有点不自
然，走近细看，发现后车牌的
四个数字“6”竟然有两个是
贴片变造的， 再看前车牌悬
挂的是湘A*4T66。

随即张文辉检查了车辆
和驾驶人的证件， 驾驶人邹
某今年41岁，新化人。他在证
据面前没有做过多的辩解，
承认了变造号牌的违法行为，
该车的原车牌为A*4T66。根
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邹
某将被处以2000元以上5000
元以下罚款 ， 可并处15日以
下拘留， 驾驶证记12分的处
罚。 ■记者 虢灿

本报4月11日讯 面包车
隧道里抛锚了， 民警帮忙联
系拖车救援， 在查阅抛锚车
驾驶员相关证件时， 驾驶员
掏出一本硬纸板打印的、做
工粗糙的“驾驶证”。

4月10日上午9点半，长
沙开福交警七中队巡逻民警
易惊宇接到分控中心寻呼，
湘江路浏阳河隧道内有一
台面包车抛锚。易惊宇马上
赶赴现场协助处理，到达现
场后帮驾驶员联系了拖车，
疏导现场交通。 没想到，等
民警要求驾驶员出示驾驶

证时，驾驶员慌慌张张掏出
一本递过来，民警接到手上
哭笑不得，这本驾驶证做工
粗糙，是用绿色的硬纸板打
印出来的。

民警进一步调查得知。
驾驶员朱某，今年27岁，刚过
了科目一的考试， 没有取得
机动车驾驶证， 他掏出来的
驾驶证来自高桥一家打印
店。 朱某因涉嫌无证驾驶以
及使用伪造、 变造机动车驾
驶证，将面临罚款4500元、并
处拘留20天的处罚。

■记者 虢灿

一下大雨，小区旁马路便可“养鱼”了
长沙中海凯旋城小区业主反映新电路遇雨积水太深，出行不便 部门回应：将进行管网改造

2019中华龙舟大赛（长沙·芙蓉站）将开赛
下周末，看群“龙”逐冠

民警帮他救援抛锚车
他掏出“打印版”驾照

宝马车牌有4个6，好神气
交警多看了一眼，有蹊跷太作了

太奇葩

交通短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