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链接

可变车道怎么走？
“三看”帮你轻松过

据长沙交警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长沙共有22条可变
车道，大多数可变车道在早晚高峰时段开放，部分则根据车
流量大小自动或手动调节车道通行方向。

行经可变车道时该怎么走？违章了怎么罚？
周睿说，对于不熟悉可变车道的驾驶员，可以通过“三

看”来帮忙：一看指示牌，二看锯齿形车道，三看可变车道专
用信号灯。在进入有可变车道的路口前，可以抬头看到前方
的指示牌， 指示牌上的车道方向是实时显示的； 进入车道
后，可变车道的分界线为锯齿状，同时路面上也印有“可变
车道”字样，进入路口后，也可以看见可变车道专用信号灯，
根据信号灯行驶。

交警提醒，若不小心选错了车道，也一定要按照信号灯
的指示通行。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将罚款100元， 驾驶证记2
分，实线变道将罚款100元，驾驶证记3分。

长沙已有的22条可变车道
岳麓区潇湘路桃子湖路口、岳麓区岳麓大道金星路口、

岳麓区金星路北二环路口、岳麓区金星路枫林路口、岳麓区
潇湘大道咸嘉湖路口、天心区芙蓉路长信路口、天心区芙蓉
路新姚路口、开福区芙蓉路湘雅路口、开福区湘江大道营盘
路口、开福区营盘路蔡锷路口、开福区芙蓉路湘春路口、开
福区三一大道科大北门、雨花区韶山路新建路口、雨花区韶
山路时代阳光大道路口、雨花区香樟路洞井路口、雨花区木
莲路洞井路口、雨花区木莲路圭塘路口、雨花区韶山路城南
路口、芙蓉区八一路省委路口、芙蓉区解放路朝阳路口、芙
蓉区人民路曙光路口， 岳麓区金星路桐梓坡路口因地铁施
工暂时停止使用。

本报11月12日讯 “这
个停车架挺不错， 再也不用
被共享单车‘包围’ 了。”近
日， 长沙天心区城管执法局
在辖区地铁口周边安装了
576个非机动车停车架，可供
2880台非机动车停放， 将有
效缓解共享单车、 电动车停
放无序问题。

设置停车架
规范非机动车停放

11月12日下午，三湘都
市报记者在长沙地铁1号线
省政府站1号口附近看到，
停车架已设置完毕， 一侧还
设置了蓝色的“非机动车停
放”提醒牌，有共享单车、电
动车停在上面。 记者注意
到， 停车架非常醒目， 铁质
材质， 下框固定在地面上，
黄色外表； 上部为相对的两
个弧形铁圈，漆成黑色。车辆
停放时， 需将前轮嵌入弧形
铁圈中间。

负责附近垃圾保洁的刘
女士介绍， 在未设置停车架
前，地铁口附近的共享单车、
电动车停放比较混乱， 不仅
妨碍路人通行， 也存在交通
隐患。“架子装起来后， 共享
单车、电动车停车规范了，我

们保洁也方便多了。”

用天网调度
效果好将全区推广

长沙市天心区城管执法局
工作人员介绍，近年来，共享单
车、 电动车使用在一定程度上
满足了市民绿色出行的要求，
但随之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对
市容管理和市民生活造成了一
定的影响。特别是停放无序、过
多投放、缺失管理等顽疾，严重
堵塞人行道、地铁出口，损坏了
城市形象。

为解决此类顽疾， 该局结
合实际情况， 与共享单车企业
电子围栏系统相结合， 通过安
装非机动车停车架, 有效引导
市民在指定区域规范停车。同
时， 他们还联合交警部门运用
天网系统实时发现问题、 及时
调度力量、立即整改问题。

天心城管这一做法目前属
于试点，若试点效果良好，将会
考虑在全区进行推广。旨在通过
加强非机动车停放管理，有效规
范非机动车停车区域及秩序，切
实营造“安全便民、停放有序”的
市容环境，真正在解决好广大市
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问题的
同时，实现城市精细化管理。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黄玉娟

11月12日，记者在现场看到，长沙河西的潇湘大道咸嘉湖路口
新增一条可变车道，本周内将启用。 记者 杨洁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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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12日讯 今日，三湘都
市报记者从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
悉， 潇湘大道咸嘉湖路口新增了一条
可变车道。交警提醒，驾驶员在此路口
转弯时请按信号灯提示的方向行驶，
以免交通违法。

下午， 记者驾车从咸嘉湖路驶入
潇湘大道， 离路口100余米处，“前方
可变车道、请提前选择车道”的提示牌
十分显眼。 记者驾车驶入了已经施划
完毕的可变车道， 因可变车道专用信
号灯未工作，前方一辆小车停在原地，
不知该左转还是右转， 直到左转弯和
右转弯绿灯同时亮起时，选择了左转。

“目前还在施工，信号灯暂时没启
用，本周内将启用。”岳麓交警大队三
中队民警周睿介绍说， 他们对该路口
信号灯监测数据分析发现， 在早晚高
峰时段， 咸嘉湖路左转驶入潇湘大道
的车流量较大， 咸嘉湖路原有三车道
中的一条左转车道， 难以满足左转车
辆的通行需求，遇到拥堵时，车辆排到
了200多米外， 要等四五个灯才能通
过。 因此， 交警决定对该路口实施改
造，在这个路口设置一条“可变车道”，
“优化后，可有效缓解拥堵问题。”

此外， 考虑到潇湘大道望月高架
桥南往北车流量较大， 交警部门也进
行了优化， 桥下车辆经过潇湘大道咸
嘉湖路口时，不允许左转，须直行。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杨哲

本报11月12日讯 11
日上午9时30分，随着四台压
路机从大奎隧道上行出口缓
慢驶出， 湖南高速株洲管理
处2019年隧道路面抗滑精铣
刨和沥青摊铺提前顺利完
工， 株洲高速7座长隧道从
“水泥路面” 步入“沥青时
代”。（扫报眉二维码，看路面
铺设沥青视频）

据悉， 株洲高速公路蒲
炎、武深线随着运营时间的延
长，在交通荷载和自然环境作
用下，部分隧道水泥混凝土路
面出现抗滑性能和平整度衰
减明显，已对司乘人员的行车
安全和舒适性产生影响，亟需

进行病害处治。对此，株洲管理处
积极改进利用隧道提质改造为
契机，将3座特长隧道、4座长隧道
水泥路面抗滑处治提上日程。

每一座隧道的施工都开展
了缜密详细的交通组织方案，
分别采取不同的全封闭24小时
施工、 白天封闭施工夜间开放
通行、借道交替放行等措施，确
保顺利施工的同时尽量不给社
会司乘人员和地方道路交通
“添堵”。 最终， 计划30天的工
期，用时不到24天，株洲管理处
让3座特长隧道、4座长隧道从
“水泥路面”步入“沥青时代”。

■记者 和婷婷
视频/通讯员 戴斌 赵雅静

576个停车架“上岗”，共享单车有了“家”
长沙城区首批非机动车停车架安装完毕 用天网调度，缓解地铁口停车乱象

交通资讯

株洲高速7座长隧道“改面换新”
从“水泥路面”步入“沥青时代”

出行提醒

福彩双色球12亿元大派奖正进行
得如火如荼， 派奖第一期全国井喷20
注头奖，湖南彩民虽遗憾错过头奖，但
收获15注二等奖， 不得不说给拿下头
奖奠定了良好基础，派奖第二期，三湘
彩民果然不负众望， 收获一等奖1注，
奖金845万余元。

11月 12日晚 ， 福彩双色球第
2019130期开奖，开出红球号码：1、7、9、
11、24、32，开出蓝球：16。当期全国共中
出一等奖15注，单注奖金679万余元，中
奖省份包括河北2注、内蒙古1注、江西5
注、河南1注、湖南1注、四川5注。本期正
处于12亿元大派奖活动期间，其中一等
奖特别奖为：河北2注,内蒙古1注,江西5
注,四川4注；一等奖普惠奖为：河南1注,
湖南1注,四川1注。我省中出的1注一等
奖属于普惠奖，奖金845万余元（含派奖
奖金166万元），中奖福地为：益阳市赫山
区大桃路市总工会对面的43078183号
福彩投注站。

计奖后， 双色球奖池9.51亿元，下
期继续派奖， 其中一等奖特别奖派奖
金额3000万元， 一等奖普惠奖派奖金
额500万元，下期六等奖翻番奖奖金余
额4.36亿元。 福彩双色球12亿元大派
奖，单注最高可得奖金2000万元，错过
再等一年哦！ ■木子 经济信息

双色球12亿元大派奖第二期
益阳彩民喜获头奖1注

潇湘大道咸嘉湖路口新增“可变车道”
向左走还是向右走？请留意信号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