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 报 8 月 26 日 讯
“难受得很，我吃什么都拉
肚子， 不知道什么原因。”
市民刘哲龙身体壮实,胃
口一直很好，可近几天来，
他一直拉肚子， 体重减轻
了好几斤。 在家人的建议
下， 他到湖南中医附一检
查，医生表示，这是身体湿
气太重导致的腹泻不适。

虽然三伏天已经过
去，但天气依旧炎热。湖南
省疾控中心发出健康提
醒， 在这夏末秋初季节交
换之际， 市民要防范腹泻
等多种疾病。

刘哲龙经营一家渔具
店，饭菜都是自己做的。
4天前， 他开始拉肚子，而

且有点腹痛， 整个人都无
力虚脱。

“我肠胃不算好，偶尔
会拉肚子。”可这次的症状
持续了4天，刘哲龙实在无
法忍受， 就去湖南中医附
一医院问诊。 医生检查后
表示，他的舌苔非常厚，整
个人暑湿严重， 这就是腹
泻的原因。

湖南省疾控中心专家
解释，夏末秋初天气热湿，
此时人体肠胃经过了酷夏
的消磨， 功能属于一年四
季最脆弱的时期， 容易出
现消化不良、腹泻等情况，
也就是秋季腹泻， 尤其老
人和孩子需要注意。

■记者 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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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26日讯 无人驾
驶上路、自动捡拾清洗，可预警
前方障碍物、能“自觉”避险绕
行……8月24日在麓山大学城，
由中联环境、酷哇中联、中国移
动联合推出的全球首个5G无
人驾驶环卫机器人编队首次公
开集体亮相。

此次亮相的环卫机器人编
队共有6个“成员”，它们本领各
异。包括5G无人驾驶环卫清拾
机器人 、5G无人驾驶环卫保洁
机器人、5G无人驾驶道路清扫
机器人、5G无人驾驶路面清洗
机器人、5G无人驾驶垃圾收运
机器人、5G无人驾驶清扫冲洗
一体式环卫机器人。

基于“5G+环卫机器人AI

大脑”，5G无人驾驶环卫机器人
编队具有超强的智慧力和安全
性、 超快的信息响应与数据交互
能力、超高的集群协同作业能效。

中联环境技术带头人、创新
中心主任张斌介绍，5G技术的应
用极大地提高了环卫机器人的
作业效率、大大降低了机器人集
群操控的难度，可以更好地保障
作业区域的清洁。5G技术让每个
环卫智慧机器人都成为一个联
络点，真正实现了机器人和机器
人之间、机器人和控制云端之间
的互联。指令快速下达，机器人
零延时接收、 零延时执行任务，
速度快，且垃圾定位清理也更加
精准。

■记者 黄利飞

本报8月26日讯 新增57
人被终生禁驾， 湘AE83T7以
522条交通违法成为今年以来
车辆违法未处理起数前十名的
榜首。 为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
事故,在全社会营造“遵守交通
法规，安全文明出行”的文明交
通氛围，今天上午，省公安厅交
警总队召开交通安全“五大曝
光”行动新闻通气会，通报省安
委挂牌督办的三处重大安全隐
患路段、重点违法行为、突出违
法车辆和终生禁驾人员。

“五大曝光”常态机制建立
以来，截至7月底，已梳理筛选
并曝光全省突出违法车辆110
台、高危风险运输企业85家、终
生禁驾人员246名，省道安委挂
牌督办全省事故多发路段和高
风险路段36处， 曝光典型案例
19起。

在今天通报的突出违法车
辆中， 湘AE83T7以522条违

法， 位居今年以来车辆违法未处
理起数前十名的榜首， 成为名副
其实的“违法王”。

7月21日至8月20日期间 ，
张家界运兴旅游运输有限责任
公司阳光车队的湘GY3897�车辆
成为旅游客运车辆违法次数最
多车辆。

公路客运方面， 牌照为湘
UBE883、湘M28660、湘H1Q128
的三台车辆均以9次违法成为7月
21日至8月20日期间， 公路客运
车辆违法次数最多车辆。

株洲市一汽运有限责任公司
的湘B09232车辆以10次违法成
为违法次数最多的危险物品运输
车辆。

民警介绍， 这些被通报的车
辆和企业已经列为公安交管部门
重点监管对象， 并将督促其限期
整改， 要求企业加强驾驶人的安
全教育。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雷文明 吴多拉

本报8月26日讯 今天上午8时30
分许， 长湘高速白箬铺收费站北往南
处， 随着门架横梁稳稳落在立柱上，现
场施工人员迅速拧紧各组螺丝，湖南省
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程第一个
通车高速公路ETC门架吊装完成，标志
着湖南省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项
目建设进入全省实质性建设阶段。

据悉，该项ETC门架吊装工作由湖
南省交通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具体负
责实施。上午7时许，路政人员和交警部
门在长湘高速白箬铺收费站北往南路
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在繁忙的长湘高
速上隔离出了2公里长的标准作业区。
随后，施工车辆、载着ETC门架横梁的载
重汽车缓缓从白箬铺收费站驶入作业
区。在施工作业区内的吊车缓缓将门架
吊起， 平移有序落入高速公路两旁立柱
安装位置，施工人员迅速进行紧固，拧紧
各组螺丝。一座全省最大跨距、横跨三条
车道、长20.05米、高6.3米的ETC门架正
式安装完成。

ETC门架系统是一种架设在高速
公路上方的类似交通探头的设施， 通过
射频装置读取车载ETC的信息，实现对
车辆行驶路径的精准记录。 车主通过省
界时不用停车取卡，也可以实现“一脚油
门”跨境。

据了解， 湖南省取消高速公路省界
收费站工程建设概算为32亿元。项目施
工阶段需完成1154套ETC门架基础施
工 、886条ETC专用车道改造 、852条
ETC/MTC混合车道改造以及433个高
速公路入口称重检测系统建设。

根据工程建设计划，湖南省将于11
月1日开始ETC门架系统全国并网调试
工作。12月31日前， 将完成25个省界收
费站的拆除土建、 路面恢复以及交通安
全设施安装工作。 从2020年1月1日起，
将正式启用新的高速公路计费方式，实
现全国并网收费。

■记者 和婷婷 实习生 文潇

这三处路段存重大安全隐患被通报
522条违章未处理的车辆成“违法王” “五大曝光”机制建立以来246人被终生禁驾

全球首个5G无人驾驶
环卫机器人编队亮相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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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安委挂牌督办的3处重大安全隐患路段名单是：
●G4�京港澳高速黎托下沉段（K1501~K1505）重大事故

隐患路段，隐患现状为：下沉段出入口坡度较大、视线不良、
炫目和眼花情况严重；路段质量缺陷较多，相关交通安全设
施不完善，与雨花互通南下匝道距下沉路段入口距离过近，
车辆通行缓慢、 通行效率低； 缺少起引导和提示作用的标
志、标牌、标线、反光膜、震动减速带、爆闪灯以及防炫设施
等，经常性发生车辆拥堵和追尾事故。该下沉段开通运行三
年来， 共发生简易交通事故 849�起、 一般程序交通事故 6�
起。整改时限是2019年12月底。

●G5513�长张高速益阳服务区（K62~K64）重大事故隐
患路段，隐患现状为：服务区场内容量过小；进出服务区无
专门减速加速车道；服务区加油站与停车区之间无隔断；加
油站与服务区入口的距离过短，遇节假日易堵至主干道。近
三年以来共发生事故 336�起，其中简易事故334�起、一般程
序事故 2�起。整改时限是2020年12月底。

●G0421�许广高速欧阳海服务区（K427~K429）重大事
故隐患路段，隐患现状为：因设计缺陷服务区南北双向入口
匝道急弯下坡、 入口匝道右侧山坡遮挡视线， 视距不良。
2015�年以来共发生交通事故 200�起，其中简易程序事故 191�
起、一般程序事故9�起。整改时限是2020年12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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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6日，
长沙湘雅路过江
通道工程河西桐
梓坡路段， 多台
桩机在进行施
工。 湘雅路过江
通道工程西起北
岳华路、 东至芙
蓉路， 路线全长
4.18公里，建设
工期为4年。施
工方中铁十四局
2月开始进场，
本月初河西段正
式开始桩机施
工。

记者 田超
摄影报道

长沙湘雅路过江通道工程河西段启动桩机施工

湖南高速公路首个ETC门架吊装完成
我省取消省界收费站项目开建，到2020年实现全国并网收费

一年中肠胃最弱的时候到了
初秋警惕这几种疾病找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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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末秋初警惕这几种疾病
早晚温差大是夏末秋初的天气特点， 一天温差

最大可能达到10多℃，对人体血压带来巨大的影响。
专家提醒，患有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市民

需要警惕，因为这个季节可能引起心肌梗死。因为
闷热且高温的天气中，人体会大量出汗，身体里水
分大量流失，导致血液的黏稠度升高，引发发生血
栓、心梗等心血管疾病。

秋天的气温虽然降下来了，但“秋燥”也悄悄来
了。空气中的燥气“横行”，会化作燥邪伤害人的身
体。而人能感受到的症状，就是风燥感冒。这种感冒
有普通感冒的头疼、鼻塞等症状，但还会特别“干”，
例如嗓子干，或者痒，但咳嗽都是无痰、少痰的干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