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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1日讯 今日上午，
以“科技强国 科普惠民”为主题
的2019年长沙市科技活动周开
幕，市本级共设置22大主题活动，
将持续至5月27日。

“测量时不要移动和说话，手
心向上， 现在请将上臂伸入筒壁
……”在主会场实物展区内，这位
端庄文静、声音萌萌的“医生”其实
是个机器人。它叫“小康”，身高不
足50厘米，会卖萌，能提醒吃药、
量血压、体温、心率，还会跳广场
舞，吸引了不少观众体验、拍照。

身形圆润、憨态可掬，在展区

外面的广场上默默清扫的无人驾驶
清扫车“蜗小白”更是吸睛无数。据
百度长沙创新中心介绍，“一辆‘蜗
小白’ 可承担6名环卫工人的工作
量，极大地提高了清洁效率。”

现场，近百家龙头企业的200多
个最新科技成果集中亮相， 生动展
示了移动互联网、新能源、生物医药
等新业态新模式。 本届科技活动周
设置有22大主题活动， 包括长沙市
大学生科技创新创业大赛等竞技类
活动；“百企百馆”开放、防震减灾知
识普及宣传等科学普及类活动。

■记者 陈舒仪 通讯员 王岁红

望月湖站是长沙地铁4号
线从北往南的第9个车站，位于
望月湖小区内， 地处望月湖路
与月宫街的交叉口下方， 是全
线最小地铁站。

走进地铁4号线望月湖站，
感觉这个最小地铁站站厅层净
高很高。该站为岛式地下3层车
站，局部为4层，设有两个出入
口。 一列地铁列车有140米长，
为方便列车停靠， 一般标准地
铁车站长度会设计为200米左

右。 据中建五局长沙市轨道交
通4号线一标第五项目部相关
负责人介绍， 该站施工基坑深
度接近30米，是4号线全线基坑
开挖最深的车站。作为全线唯一
位于小区内部的地铁车站，望月
湖站只能“见缝插针”，车站长度
只有142.5米，深约29.6米，可以
说是缩短到了设计极限。

据三湘都市报记者了解，该
站点是整个4号线毗邻湘江最近
的一个站点，距离仅280米。

本报5月21日讯 昨日，湖南
联通拨通省内第一个携号转网电
话， 这意味着湖南省的携号转网
项目向前迈进一步。

据了解，湖南联通已成立“携
号转网专项工作小组”，对采用的
技术方案反复论证。 同时， 新建
NPHLR和NPMSC主备两套设
备， 设备从到货到安装调测仅用

时15天。完成HSTP的IP化改造和全
网携号局数据配置， 以最快的速度
实现了携入号码的主被叫功能。 下
一阶段， 湖南联通将继续推进后续
的省际漫游测试、 省内现网网元改
造和网间联调测试等工作， 确保今
年11月实现携号转网全部业务割
接上线。

■记者 黄亚苹 通讯员 吴双红

探营地铁4号线：25站都设有母婴室
望月湖站最小，湖南大学站“最硬”，过江隧道始发站在碧沙湖

5月26日，长沙地铁4号线将载客试运营。4号线
全线设有25个车站，你知道全线最小地铁站“长”啥
样吗？4号线过江隧道始发站又在哪？5月21日，三湘
都市报记者提前去往4号线望月湖站、 湖南大学站、
碧沙湖站等站点探营，为你现场揭秘。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 曾雪琪

黄土岭车站位于芙蓉南路
与赤黄路交叉口，沿黄土岭路东
西向布置。在黄土岭车站，走出
地铁4号线列车，只见旁边墙壁
上有醒目的1号线换乘提醒标
识。 随着红色箭头所指的方向，
乘坐电梯往上走，便可便捷地换
乘开往开福区政府方向的地铁
1号线。该车站与沿芙蓉中路南
北向布置的地铁1号线黄土岭
站“十字形”换乘，这也是地铁4
号线与1号线唯一可实现换乘

的车站。
沙湾公园站为换乘站，十

字换乘空间也十分便捷。2号线
在上，4号线在下。 两条线路共
用一个站厅层，站厅层内通往4
号线的通道共有两个。

自2016年以来， 长沙市开
始启动母婴关爱室建设工作。
5月26日即将开通运营的长沙
地铁4号线，全线25个车站每个
站点都设有单独母婴室， 设计
挺人性化。

据三湘都市报记者了解，
4号线一期工程4年地下掘进
过程中，分别下穿了“一江三
河两铁两隧”（即湘江、 浏阳
河、龙王港 、圭塘河 、石长铁
路、京广铁路、营盘路隧道、南
湖路隧道）， 上跨了城际铁路
和已运营地铁线。

4号线过江隧道始发站在
哪？据了解，碧沙湖站是长沙地

铁4号线25个车站中过江隧道
的始发站， 位于南湖路与书院
路交叉口的西南侧，共设置6个
出入口。在该地铁站，规划设计
有地铁商业。4号线载客运营
时，该站将暂时只开放2号、5号
这两个出入口。从2号出入口出
站， 左手边不远处可见一个停
车场。这意味着，开车族在此换
乘地铁或许不用为停车犯愁。

建设施工时因为地层坚
硬， 光是爆破就做了超过600
次，地铁4号线湖南大学站被称
为全线“最硬”地铁站。

这个“最硬”地铁站位于湖
南大学体育场附近， 全长217
米，宽22米，是离岳麓山最近的
地铁站之一。 湖南大学站目前
有3个出入口， 从2号出入口出
站后，步行100米即可抵达东方
红广场附近，步行约200米即可
抵达岳麓山。

和地铁4号线其他站点相
比， 湖南大学站在装修上别具

特色。 站内的天花板和地板上
增加了许多黑白相交的多边几
何图案，站台、站厅层立柱的地
面上装饰了黑色的八边形，让
空间增添了不少现代感。 站厅
顶部不时可见片片枫叶造型。
据悉，湖南大学站以古树、岳麓
枫叶为设计元素， 以柱子为标
准单位格向四周发散，“十年树
木，百年树人”采用龙骨与方通
结合，营造绽放的空间效果，展
现这所百年名校悠久的历史与
新一代大学生的青春绽放、蒸
蒸日上。

望月湖站，车站长仅142.5米最小站

“最硬”站 湖南大学站，爆破做了超过600次

过江隧道始发站 碧沙湖站
规划设计有地铁商业

换乘站 黄土岭站、沙湾公园站
可分别换乘1号线、2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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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地铁4号线
一期工程

作为长沙轨道交
通线网骨干线路之一
的4号线一期工程，于
2014年12月31日开工
建设，去年12月29日开
通试运行，是继2号线、
1号线、 长沙磁浮快线
之后开通的又一条线
路，也是目前开通最长
的线路。

线路全长 33.5公
里，北起罐子岭南至杜
家坪，呈西北至东南走
向，串联望城区、岳麓
区、天心区、雨花区和
长沙县， 途经滨江新
城、 溁湾镇商业中心、
岳麓山大学城、南湖新
城、高铁新城、黄榔副
中心等重要城市功能
中心和枢纽地带，对于
长沙区域经济发展具
有重要支撑作用。

4号线一期工程25
座车站均为地下车站，
由西至东分别为罐子
岭、月亮岛西、湘江新
城、汉王陵公园、福元
大桥西、茶子山、观沙
岭、六沟垅、望月湖、
溁湾镇、湖南师大、湖
南大学、阜埠河、碧沙
湖、黄土岭、砂子塘、赤
岗岭、树木岭、圭塘、沙
湾公园、粟塘、平阳、长
沙火车南站、 光达、杜
家坪。

（扫右上角二维
码，可看地铁4号线探
营视频）

工信部副部长陈肇雄5月21
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
行吹风会上说， 目前已累计完成
近200万人次的携号转网工作，下
一步将推动企业加快系统改造和
测试， 确保今年11月30日前在全
国范围内实现携号转网， 真正做
到“号码在手，说走就走”。

陈肇雄说， 携号转网需要对
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的网络和运营

系统进行必要的改造， 涉及近16亿
移动用户运营系统的更新， 工作相
对较复杂。与此同时，还需对第三方
平台进行同步改造， 以确保用户携
号转网后的使用体验。

前期，工信部组织相关企业在5个
省市进行了携号转网的试验。 下一
步将推动企业加快系统改造和测
试， 确保今年11月30日之前在全国
范围内实现携号转网。 ■据新华社

我省首个携号转网电话拨通
工信部：11月30日前全国范围内实现携号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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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前全国实现“号码在手，说走就走”

2019年长沙科技活动周开幕
200多个最新科技成果集中亮相

长沙地铁4号线望月湖站和湖南大学站（左）。 记者 王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