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点解答

手持潇湘卡，可畅行全国200多城市
长沙5月1日起全面推行，乘市内公交地铁享现行同样优惠，还将支持磁浮城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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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28日讯 今天上午，
记者从长沙市交通运输局获悉，经
过一年多时间的酝酿和试用后，从
5月1日起，长沙将全面推行“潇湘
卡”，对外停发现有普通公交、地铁
储值卡。

“潇湘卡” 在全市146个网点
均可办理和充值，持卡可乘坐公交
地铁并享受折扣， 支持乘坐全国
200多个城市的公共交通，未来还
可用于日常生活支付。

一卡乘坐公交地铁
并享同样优惠

目前，“潇湘卡”可乘坐长沙主
城区的公交、地铁和望城区、长沙
县的公交，7月份起支持长沙磁浮
及浏阳、宁乡两地公交。使用潇湘
卡坐市内公交可享受7折优惠、坐
地铁可享受9折优惠。

在未来2至3年时间内，“潇湘
卡” 还能实现湖南省内交通违缴、
生活缴费、校园、商超百货、物流、
社区服务等应用场景的覆盖，其功
能涵盖日常出行、公用事业服务和
生活移动支付等各个方面。潇湘卡
拥有预付卡支付牌照，卡里资金直
接受人民银行监管，可确保持卡人
的资金安全。

无押金可挂失
146个网点可申办

“潇湘卡”采取记名制，市民可
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办理，购买

时无须缴纳押金，只需支付工本费
10元，降低了市民丢卡、补卡成本。

目前，长沙共有146个潇湘卡
自营服务网点以及指定的长沙地
铁、长沙公交、长沙银行、工商银行
等合作网点。（具体网点信息扫版
面右上角二维码查询）

“潇湘卡”还支持挂失、退卡等
业务。市民可在购买卡3个月后，持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潇湘卡、
银行卡（借记卡）至“潇湘卡”指定
服务网点办理退卡业务。 退卡时，
退回卡内余额。

可在全国
200多个城市使用

据介绍，“潇湘卡”按照交通部
统一标准建设，可在全国具有“交
通联合”标识的城市交通工具上使
用。目前，长株潭城市群一卡通也
将以潇湘卡为基础，促进长株潭三
市公共交通的互联互通。在除长沙
外的其他城市“交通联合”的交通
工具上使用时，可享受当地政府及
运营企业发布的优惠政策。

这改变了过去市民在不同的
城市乘坐公共交通时要购买当地
交通卡的局面， 减少了费用支出，
同时无须再考虑余额处理等难题，
切实降低了市民交通出行成本。

从去年9月试运行以来， 有近
6万市民办理了“潇湘卡”，市民持
“潇湘卡” 可前往全国225座城市
的交通工具上体验使用。

■记者 石芳宇

本报4月28日讯“过去，公路
治超多采取路政交警人员‘定点+
流动’模式，治超人员承受了较大
的安全风险，现在通过科技手段，
提升了工作效率，治超更精准，并
且实现了全天候24小时执法。”省
治超办主任、 省公路管理局党委
书记、局长张汉华介绍，近年来，
我省推进公路治超由“人海战术”
向科技化迈进， 不出门便能知车
辆超限超载情况。

4月28日，站在长沙县唐田公
路超限检测站的指挥调度中心，
区域内各个站点的详细视频情
况、 治超执法员巡逻的轨迹和办
案的过程、 各个源头企业车辆的
出场情况等均一览无余。 当有超

限超载车辆经过时， 不停车超限
检测系统将自动称重、识别牌照、
拍照取证、发出预警。

据悉，自2018年8月启动公路
治超非现场执法以来，截至目前，
长沙市共检测车辆72.4万余辆，公
路部门立案1125起， 结案356起；
超限超载车辆数量下降67%，超限
超载比例30%以上的严重超限超
载车辆数量下降89%。

为推动治超非现场执法工
作， 湖南省在长沙市开展公路治
超非现场执法试点工作的同时，
加大对省、市、县、站四级治超信息
管理平台建设， 目前基本实现了
互联互通。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唐星波 谢忠煌

本报4月28日讯 只需
一台智能手机、 一款和包
APP，就可在长沙将“吃喝玩
乐”、“衣食住行” 一网打尽。
今日， 长沙市政府召开和包
支付示范城便民惠民政策新
闻发布会， 公布和包支付在
公共交通出行、 水电燃气缴
费、 公共服务等10大领域的
最新优惠政策。今后，通过和
包支付有机会享受1折乘车
优惠， 缴纳水电燃气费可享
减免优惠。

2018年9月29日，湖南移
动与长沙市政府进行“和包
支付”产业园项目签约。长沙以
“和包支付”产业作为移动互联
网产业创新升级的引爆点，快
步迈向“移动支付第三城”。

中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李政晖介绍， 和包支
付已打造“通信、金服、商城、
交费、出行、社交”六大业务体
系，将投入亿元资金及亿元流
量，联合长沙市发改委在公共
出行、生活缴费、公共服务、经
常性消费、示范园区、示范社
区、 示范商区等10大应用场

景推出惠民服务方案。
公共出行场景： 通过和

包支付购买地铁、 公交单程
票最低可享受1折乘车优惠。
生活缴费场景： 通过和包支
付缴纳水电燃气费， 每笔满
50元可享受1-3元减免，每
月20元封顶； 中国移动用户
每笔缴费可额外获得500M
流量， 每月5G封顶， 每周三
“和包日”还可额外获赠10元
话费。

公共服务场景（学校、医
院等）、经常性消费场景（餐
饮、商场等）：使用和包支付
扫码消费，每笔满5元即可获
得消费红包； 和包支付新用
户还可另享消费满20元立减
10元优惠。

示范园区场景(芯城科技
园)、示范社区场景(湘江世纪
城)：在指定商户使用和包支
付扫码消费，每笔满5元可获
赠2元和包券。

示范商区场景（步步高
梅溪新天地）： 可享受100元
最高立减50元优惠。

■记者 黄亚苹

本报4月28日讯 今天，记者
从长沙火车站了解到， 今年“五
一” 小长假车站预计发送旅客50
万人（日均发送10万人），同比增
加4.78万人，增长10.53%。最高峰
5月1日预计发送旅客14万人。小
长假期间， 长株潭城际计划每天
开行69对列车。

今年“五一”小长假客流以省
内的中短途旅游景点和探亲集中
区域为主，普铁方面去往岳阳、常
德、株洲、衡阳、益阳、张家界等地
的旅客较多； 城际客流以长沙、先
锋、湘潭、板塘、大丰、田心东站为
主。小长假期间车站计划加开管内
临客19对（始发10对：长沙-衡阳3
对，张家界2对，广州、郴州、常德、
永州、岳阳各1对；通过车9对）。

根据目前的车票预售情况来
看，小长假期间去往北京、上海方
向的车票较为紧张；广州、深圳、
成都方向尚有余票； 省内各地票
源充裕。

4月29日零时长株潭城铁调
图后， 城际列车开行密度将大幅
增大， 城际列车开行对数由原来
的基本运行图51对、 日常运行图
46对增加到基本运行图76对、日
常运行图69对， 分别增加25对和
23对， 极大程度方便了长株潭三
地旅客出行。“五一”小长假期间，
长株潭城铁计划使用12组车底开
行69对列车，其中长沙西-株洲南
13对，长沙西-湘潭12对，长沙-
株洲南22对，长沙-湘潭22对。

为了方便旅客出行，4月30日
至5月4日持普速车票的旅客可以
在长沙城际站（锦泰广场地铁4号
口附近）取票换乘，实现长沙火车
站东、西广场双向进站。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甘丽莎

目前的公交、地铁卡还能用吗？
答：对于原有的公交、地铁普通储值卡，在一定时间的过渡期

内仍可正常充值、使用；过渡期结束后，将停止充值和使用。
老卡能不能转换成新“潇湘卡”？
答：为确保新老卡平稳过渡，管理部门正在加快制定新老卡

转换方案，充分考虑市民利益，新老卡转换成本不由市民承担。
老年卡等特殊卡种受不受影响？
答：目前公交或地铁发行的学生卡、老年卡、爱心卡等特殊卡

种不受影响，仍然可以照常使用。

治超不再“人海战术”，超限超载自动检测

“五一”假期，
省内火车票源充足
长株潭城铁每日
将开行69对列车

交通执法

出行连线 和包支付推出10大应用场景优惠方案

最低一折乘车
水电燃气缴费有减免

截至目前，长沙市和包支付用户规模373.6万，党费、
团费、工会会费等领域缴费已全面覆盖。长沙地铁、公交
正在进行和包支付系统技术调试安装， 原有的扫码购
票、充值将在今年5月升级为扫码进站、扫码乘车。

当前，全市和包支付商户总量已达4.51万家，如中石
化、中石油、步步高、华润万家、新佳宜等22家连锁商户，
绿叶水果、 新华书店等10家连锁商户将于近期上线。和
包支付正重点拓展商超综合体、酒店、连锁餐饮等优质
商户，力争实现长株潭用户规模600万、商户规模10万、
长沙重点领域应用场景全覆盖。

链接

长沙和包支付用户已超373万

4月28日，长沙市五一广
场潇湘卡自营店， 市民展示
购买的潇湘卡。当天，长沙在
全市设立146个服务网点，
全面推广潇湘卡。

记者 唐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