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状】
一成公交站点有电子站牌

17日上午，在三公里（市一
医院）站，不少市民在电子站牌
处查看公交线路信息及车辆到
站情况。“以前等车是盲等，现
在等车智能多了。”“以前等车
久了不耐烦， 现在有了智能站
牌，要等多久心里有个数，心情
也平和了。”现场市民们都认为
电子站牌很实用。

2018年3月， 长沙智慧公
交系统（黎托项目）正式投入使
用。目前，长沙市内280条公交
线路、7288台运营公交车的运
行情况已经全部进入该系统，
实现车辆到站情况实时显示。

记者采访了解到， 长沙城
区目前共有4639个公交站点，
已建成580块电子站牌， 占比
12.5%， 分布在金星路、 韶山
路、芙蓉路等主城区。目前500
个电子站牌投入使用， 其余80
个因为道路施工关闭或者市电
没有接通暂时未开放。

【建议】
增加电子站牌的数量

市民刘女士住在岳麓区教
师村， 经常在教师村公交站点
乘车的她发现， 站牌显示途经
的有8条公交线路。电子站牌上
仅显示3路、6路等4趟车的到
站情况，w105、w116等公交车
却一直没有显示。在别的站点x
开头的公交也没有显示。 她希
望，w、x开头的公交车能在电

子屏上显示， 并增加电子站牌
的数量。

17日上午，在三公里（市一
医院）站，途经公交有13趟，但
电子屏到站信息只显示近2站
进站的情况， 也就是说有些距
离该站点较远的车辆没有信息
显示。

【回应】
电子站牌暂不规划增加

长沙市道路运输管理处运
营调度中心工作人员刘俊杰介
绍，w、x开头的线路公交是开
往望城区或长沙县的， 由各区
县交通局管理， 在长沙市运管
处系统中没有登记备案， 所以
目前并未在电子站牌上面显
示。 其他车辆没有到站显示主
要原因是车辆定位出现问题，
电子站牌系统无法获取车辆的
实时位置， 或新增开线路未能
及时在系统中备案， 导致系统
无法识别车辆信息。

刘俊杰告诉记者， 市民想
要实时查看公交车的到站信
息， 除了看站台上的电子站牌
外，还可登录“长沙道路运输”
微信公众号、下载“长沙公交”
APP等。 如使用“长沙公交”
APP，当车辆在一站以内时，还
能显示到站距离有多少米。

长沙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目前长沙电子站牌暂
时没有规划增加， 望城区、长
沙县的公交也会随着长沙发
展在条件成熟时进入到智慧
公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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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个电子站牌上岗，乘车不再“盲”等
长沙智慧公交运行一年，大大方便市民出行 市民建议：W、X开头公交纳入系统

“可以提前得知到站的公交线路， 预估等车的时间，特
别方便。”长沙市民黄小姐向三湘都市报记者感叹道。

不少市民发现， 长沙一些公交站牌上端装上了电子显
示屏，能够实时显示公交到站信息。电子站牌是长沙智慧公
交系统的一部分。 记者4月18日从长沙道路运输管理处获
悉，该项目已投入使用一年，目前长沙市内已建有580个电
子站牌，投入使用的达500个。 ■记者 石芳宇

本报4月18日讯 不少保健
品在冒充“灵丹妙药”的时候，
都扯上了中医中药的大旗，让
中医为坑人保健品背书， 引起
了省消委的警惕。今天，省消委
向社会公开征集的15名消费
者， 作为消费体验员来到长沙
市的一家中医医疗机构， 学习
中医知识，辨别消费陷阱。省消
委提醒广大消费者， 遇到打着
中医旗号的养生保健消费陷阱
可向消委组织投诉。

日前，郴州一女性向静脉
中注射鲜榨果汁“养生”，导
致全身严重感染的事例 ，体
现了大众在中医养生方面的
误区。在此，专家也提醒消费
者， 中医药养生应避免盲目

信从。 长沙市中医院针灸科
主任熊健也直言不讳， 市场
上打着中医旗号宣称有保健
养生功能的床垫、 鞋垫等产
品，都有夸大之嫌，消费者要
谨慎选择。

省消委副秘书长张前介
绍，近来年，老年消费者在中医
养生方面的消费投诉越来越
多， 反映的主要问题是一些市
场主体打着中医旗号开展非法
养生保健服务进行牟利。 省消
委组织将畅通投诉渠道， 发挥
信用评价对经营者的激励约束
作用， 消费者遇到打着中医旗
号的养生保健消费陷阱， 可向
各级消委组织投诉。
■记者 黄亚苹 实习生 曾雪琪

“没有黄桃， 肯定没有现在的好
日子。”4月16日，说起种植黄桃，炎陵
县垄溪乡仙坪村村民凌振武黝黑的
脸上满是笑意。从滞销到热销，他深
切地感受到黄桃产业给自己家带来
的改变。

欧阳婕妤就是干着帮农民卖黄
桃的事，打造出炎陵黄桃、江永香
柚、永兴冰糖橙等多个全国知名农
产品品牌， 助力农产品形成产业、
飞出大山、走向市场，带动农民增收
致富。

滞销炎陵黄桃卖到脱销

2014年9月， 欧阳婕妤创办湖南
搜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打造了湖南
本土特色乡村土货综合服务平台“搜
农坊”， 想把农村绿色健康食品带到
城市来。

2015年， 欧阳婕妤开始打造第
一个精准扶贫项目———炎陵黄桃 。
“炎陵黄桃当时面临知名度不高、缺
少产销渠道、交通不便等问题，经常
滞销。” 为了打响炎陵黄桃的品牌，
欧阳婕妤专门成立品牌组， 负责黄
桃品牌卖点挖掘，设计传播文案，并
与电视台合作，推出了“互联网+电
视+产品”的模式，增加了产品销售
渠道。

这一年， 炎陵黄桃在开售后的
短短20天内销量突破20万斤， 批发
价从每斤6元涨至每斤12元，第一次
出现脱销， 黄桃种植农户人均增收
8500元。此后，炎陵黄桃走红，销量
连年增长，到如今已成为炎陵一张亮
丽的名片，众多果农走上了脱贫致富
路。

“看到果农们增收后的欣喜模
样， 我觉得自己的事业不仅是要带
给市民绿色健康食品， 帮助更多农
民脱贫才有更大的价值。”欧阳婕妤
感慨。

土特产飞出大山变“网红”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想要
真正脱贫， 必须在当地形成特色产
业。”欧阳婕妤说。

此后， 针对一些贫困县的农产
品销售， 欧阳婕妤主动带领团队挖
掘当地优势农产品， 并重点打造形
成品牌。近3年来，龙山百合、江永香
柚、永兴冰糖橙、城步高山乌骨鸡、
五强溪鱼等数十种养在深闺的土特
产，经过搜农坊团队的包装推介，迅
速成为城里人备受青睐的“网红”产
品， 实实在在成为当地农民脱贫致
富的产业。

■记者 潘显璇

4月18日，长沙三公里（市一医院）公交站，行人从实时显示车
辆到站信息的电子站牌下走过。 记者 石芳宇 摄

本报4月18日讯 今天，
长沙市教育局公布城区77所
初中、36所高中招收的特长生
项目（扫左上角二维码可查看
详情）。三湘都市报记者获悉，
初中和高中学校特长生计划
都严格控制在学校总招生计
划的5%以内。

初中：已被录取的特长生
不再参加微机派位

据统计，今年共有77所初
中具备特长生招生项目， 包括
体育、艺术、科技类等。特色学校
包括外语类和艺术类等。 符合
在长沙城区升学的小学应届毕
业生，根据自愿选择原则，携带
户口簿、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报告书等资料于4月20日-26
日，到有项目的初中学校自愿
报名，并参加专业测试。

有项目的初中学校在规
定的时间段内接受学生及家
长报名，按照学校招生条件和
要求进行特长项目测试，特长
测试实行全程电子录像。已被
初中学校录取的特长生（含特
色招生），不再参加微机派位，
不再参加其他任何学校（含民
办、子弟学校）的招生录取。

长沙市教育局要求，各校
要加强招生管理。任何有项目
的初中学校不得组织文化考
试，不得以特长生名义录取文
化生； 不得突破计划招生。任
何学校不得在统一专业测试
中收取考生的任何费用。对违
反招生规定的学校， 经查实，

取消其招收特长生的资格，并
对有关人员予以严肃查处。凡
通过弄虚作假等欺骗手段报
考或录取的学生， 一经发现，
取消其当年录取资格。

高中：
特长生中考成绩不能有E

今年长沙共有36所高中
有特长生项目。

初中阶段在市教育局主
办或认可的体育、艺术、科技
比赛中取得过优良成绩，或经
市教育局认可的具有某项发
展潜能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可
报考特长生。具备特长生报考
条件的学生自主选择学校，凭
获奖证书原件（复印件）在4月
20日—4月28日到招生学校报
名。 学校在4月29日-5月12日
之间组织专业测试，并于5月13
日之前将通过专业测试、 拟入
围但无相应获奖证书的学生名
单报市教育局学生工作处。5月
18日， 市教育局对通过高中学
校专业测试拟入围但没有相
应资质的初中毕业生统一组
织专业特长测试并予以公示。

长沙市教育局要求，招生
学校要严格审查特长生的资
格，确保特长生质量。特长生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不能
有E等级。 严禁任何学校或个
人私自承诺录取特长生，凡在
特长生招生工作中存在弄虚
作假行为的，取消该学生特长
生录取资格，并追究学校相关
责任人的责任。 ■记者 黄京

家有特长生的看过来———
长沙公布初高中
特长生招生项目

土特产成“网红”
她是幕后推手

遇中医养生消费陷阱
可向消委组织投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