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华银天际小区A区水泵房
里，地面刷上了油漆。

▲小区居民在接水。
记者 石芳宇 摄

本报5月15日讯 最近的公共
厕所在哪里?虽然公园、景区基本
都有提示标识牌， 但遇上内急时
找厕所仍是件烦心事。 在长沙岳
麓山，这个大麻烦可以“一键”解
决了。

为提升旅游厕所服务水平，5
月6日-8日， 麓山景区工作人员
将全山范围内的所有厕所进行拍
照、实时实点定位、网上在线上传
申报。目前，景区17座厕所已顺利
完成旅游厕所电子地图上线启动

工作。 游客在该景区任意范围内
打开百度地图，点击百度搜索“公
共厕所”一栏，百度地图将直接显
示景区所有的公共厕所位置，化
解游客“找厕难”的问题。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 曾雪琪

A05民生2019年5月16日 星期四
编辑/匡萍 图编/杨诚 美编/刘迎 校对/曾迎春

扫
码
看
麓
山
南
路

片
区
交
通
变
化

本报5月15日讯 今天，记者
从长沙市交通运输局获悉， 岳麓
山大学科技城片区将设置3条大
科城巴士（其中改造1条， 新增2
条），调整10条公交线路，保留“立
珊专线”。

设置3条片区巴士

改造原5路线为大科城1号线
（高叶塘公交首末站———桃花岭
公交首末站）： 依次途经枫林路、
麓山南路、 西二环至桃花岭公交
首末站。

新增大科城2号线（高叶塘公
交首末站———猴子石大桥西首末
站）：依次途经枫林路、麓山南路、
清水路、后湖路、靳江路、潇湘大
道至猴子石大桥。

新增大科城3号线（天马山停
车场-天马山停车场）：环线，依次
途经潇湘大道、天马路（阜埠河路
地铁3号线施工完成地面恢复后，
线路将调整至阜埠河路）、麓山南
路、新民路、潇湘大道至天马山停
车场。

公交线路优化调整

调整132路： 经原线从银盆
岭大桥至岳麓大道后， 左转西二
环至桃花岭， 不再进入大学城范
围及潇湘大道。

调整106路： 经原线从新民路
至潇湘大道后右转进入天马停车场。

调整902路： 经原线至潇湘
中路、 右转天马路、 左转阜埠河
路、 右转后湖路至中南大学学生
公寓。

调整358路： 经原线从南湖
路隧道至潇湘中路后， 右转丰顺
路至中南大学新校区。

调整360路： 经原线至麓山
南路右转清水路、右转后湖路、左
转靳江路、左转麻园路、左转阜埠
河路、右转天马路、接原线至汽车
东站。

调整356路： 经原线至新民
路、左转新民路、右转潇湘大道、
右转天马山路、左转阜埠河路、右
转后湖路、左转丰顺路、右转麻园
路、右转南二环、左转象嘴路至江
山帝景。

调整407路： 从金科东方大
院经原线至潇湘中路、 右转天马
路、左转阜埠河路、右转麻园路、
右转清水路、 左转麓山南路至王
家湾。

调整旅1路：从长沙火车站发
车，经原线至新民路、右转潇湘大
道、右转阜埠河路、左转麻园路、右
转靳江路、左转后湖路、右转南二
环北辅道至罗家嘴立交桥下掉头
接南二环南辅道至猴子石大桥西。

调整202路： 从火炬路芙蓉
苑（东二环桥下）发车经原线至新
民路、右转潇湘中路、右转阜埠河
路、左转麻园路、右转清水路、左
转麓山南路至王家湾公交首末
站。

调整913路： 从银盆南路至
潇湘大道后，右转靳江路、右转后
湖路、左转清水路，右转西二环至
桃花村。

考虑其厚重的历史感、 存在
的特殊意义以及市民较大的出行
需求，保留“立珊专线”线路名称
及走向。 ■记者 石芳宇

长沙河西大学城人多车
多，长沙交警5月15日发布通
告，从5月26日0时起，全天24
小时对麓山南路、长塘山路、
茶山路采取交通限制措施。

麓山南路（清水路-新民
路） 禁止机动车由北往南通
行（除大客车外），长塘山路
（潇湘中路-师大附小路口）
禁止机动车由西往东通行，
茶山路（师大附小路口-麓山
南路） 禁止机动车由西往东
通行。 ■记者 虢灿

本报5月15日讯 你家的
自来水水质怎么样？今天，国家
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长沙监测
站 (简称长沙监测站）的工作人
员带上仪器设备，进入长沙一些
小区住户家免费进行水质检测。
这是长沙水业集团首次开展“水
质检测进家庭”活动。

取水样、现场检测……在长
沙五矿万境水岸小区居民谢良
家厨房，长沙监测站水质监测员
戴志敏等熟稔地忙碌。“检测显
示， 你家自来水的浑浊度为
0.24NTU、 游 离 余 氯 是
0.32mg/L， 符合安全标准。”戴
志敏介绍，检测活动内容包括常

规八项和金属16项，其中浑浊度
和游离余氯是检测水质最基本
的两个指标，浑浊度低说明水中
杂质少， 游离余氯代表杀菌效
果。 除浑浊度和游离余氯外，其
他检测项目要过一段时间才能
出结果。

据悉，为进行此次“水质检
测进家庭”活动，长沙水业集团
已提前通过官方微信征集了20
户居民家庭， 水质检测工作人
员将于2019年长沙市城市节水
宣传周期间上门为其检测水
质。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 曾雪琪

通讯员 戴奇

“今天自来水的气味还算是
淡了不少的，昨天早上我们牙都
没敢刷。这几天我们都是提着桶
子下来打生活用水。”5月15日，
许女士告诉记者，从4月份开始，
大家发现水里经常出现一些泥
沙杂质，担心水质有问题。5月13
日开始，小区业主们明显觉察到
自来水中有油漆味，特别是小区
的A区。

“我们担心水箱里有人放了

油漆。 在靠近水箱放置地的车
库，远远就能够闻到很浓的油漆
味道。让我们更担心的是，有些
业主不知情还使用或食用了这
些水，不知道会不会对身体造成
伤害。”许女士说。

记者在许女士家里接了一
碗水， 确实闻到一股油漆味。据
介绍， 小区共有一千多户居民，
为了能安全用水，这两天小区门
口的送水车前都排起了长队。

自来水咋有油漆味？居民都没敢刷牙
华银天际小区物业：水泵房改造，油漆气味“飘”进水箱 供水公司：水质初步检测无问题

5月15日上午，在长沙华
银天际小区门口，不少居民拿
着自家水壶、桶子在楼下的水
车接水。“这两天家里的自来
水总有一股油漆味，大家都不

敢用了。”小区业主许女士向记者透露。小区自来水为什
么会出现异味， 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记者 石芳宇

家中水质怎么样？专家上门免费帮你测

设置3条片区巴士、调整10条公交线路……

去岳麓山周边，看清交通新变化

麓山景区实现手机一键查找厕所

G107国道星沙跨线桥
封闭施工11天

经常走G107国道的驾驶
员注意了， 为确保长沙县
G107国道星沙跨线桥维修加
固工程施工顺利， 该跨线桥
将封闭施工11天。

从5月20日0时起至5月30
日24时止， 对长沙县G107国
道星沙跨线桥实施禁止所有
车辆、 行人通行的交通限制
措施。 原行经该路段大型货
车绕道京港澳高速通行，其
他车辆绕道京港澳高速、万
家丽北路、 黄兴大道北延线
（东八线）通行。 ■记者 虢灿

长沙河西大学城这些
路段将改成单行线

有油漆味的自来水用着安
全吗？ 业主们拨打了市长热线，
物业也联系了供水公司进行水
质检测。

长沙市供水公司检测中心
与长沙市卫生健康局分别对小
区直供水源、 储水水箱、C区业
主家用水取样检测，检测结果显
示：水的浑浊度和游高余氯两项
指标均在国家生活用水标准范
围内。检测人员介绍，深层次检
测有8-10项内容， 剩下的检测

项目需带回水样至公司检测，预
计48小时后出具检测报告。自
来水里有杂质是因为附近的一
处市政管道发生破裂。

“听到水质没有问题后我们
也放心了。” 物业詹经理表示，
14日， 物业请来专业公司清洗
了小区的3个水泵房， 将里面的
200余吨水全部排出。“我们已
重新在水箱接入市政用水，不
过，目前饮用水等还是建议居民
出门接水车的水。”

【检测】 水质初步检测，两项重要指标无问题

小区自来水为什么会莫名出
现油漆味？ 记者随后采访了长沙
华银天际小区物业负责人詹经
理，其表示，“这两天小区A区的水
泵房确实在改造， 地面刷了一层
油漆，应该是气味‘飘’进了水箱。”

记者进入詹经理所说的水
泵房，发现地面上确实涂着墨绿
色油漆，有的地方还未干，但油
漆并未刷到设备上。

詹经理介绍，为了提升小区

设备房品质，按照年度工作计划
于5月12日对水泵房地面进行了
整改。由于水泵房地面是水泥材
质， 年久氧化地面发生起壳起
砂， 每次维护保养后灰尘太重，
公司从三湘大市场采购一批“湘
江” 牌地坪漆进行地面净化，没
想到浓烈刺鼻的油漆味弥漫整
个A区水泵房。“这几天又是阴
雨天，油漆干得慢，所以迟迟散
不出气味。”

【物业】 水泵房新刷的油漆气味“飘”进水里

【业主】 自来水有油漆味，小区居民排队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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