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8月11日讯 “安装了
‘星城智卡’， 无需在车辆挡风
玻璃上贴上年检、 交强险等纸
质标志了， 扫描卡片还能查看
自己的电子证照，既方便又便捷，
真是太好用了。” 说起使用感受，
长沙市民吴女士对“星城智卡”赞
不绝口。

今日， 长沙市公安局发布消
息称，长沙的车主们可以免费领
取、安装汽车“电子身份证”———
“星城智卡”。

“星城智卡 ”是由公安部研
发的汽车电子标识，各项技术要
求、安装规范符合国家标准，作为
车辆唯一绑定的可信数字身份，
是全国统一的机动车检验标志
等涉车证件的电子载体。

根据长沙市公安局发布《关
于在全市推广发行“星城智卡”的

公告》，自8月1日起，在长沙注册
登记的机动车（摩托车、拖拉机、
轮式专用机械车、挂车、距离强
制报废期不足1年的机动车和使
用年限满 15年的非营运小微型
客车除外），均可免费领取、安装
“星城智卡”。

通过“星城智卡”，驾驶员用
交管12123APP、 微信扫码即可
查看电子证照，便捷出示与纸质
证照同等效力的年检标志、电子
凭证、交强险信息、电子行驶证和
驾驶证。 发生轻微交通事故时，
“星城智卡”可快速精准核查车辆
信息， 提升警保联动快处直赔效
率，提高路面通行质量。

此外，安装“星城智卡”的
机动车能实现路内泊位停车无
感支付。 车辆在检验合格有效
期和交强险有效期内的， 通过

“星城智卡”门户，可依法享受
由长沙公安提供的多项“放管
服”便民服务，如车驾管业务一
网办理、交通违法主动告知、涉车
涉证到期提醒等。

如何领取“星城智卡”？
机动车所有人可通过“长沙

交警”微信公众号、“便民服务桥”
微信公众号及相关合作单位的
APP页面申报领取“星城智卡”，
并在长沙市交警支队、雨花区交
警大队、长沙车管所潇湘分所、长
沙银行金城支行营业部等线下
服务点进行安装。网点数量后续
还将有所更新。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刘彬

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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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11日讯 三湘都市
报记者今天从长沙市发改委获
悉，该委已批准长沙市天心阁景
区专用室外停车场，湖南省中医
药研究院附属医院公共室内、室
外停车场，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专用室内、室外停车场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其中
长沙市天心阁景区专用室外停
车场，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
医院公共室内、 室外停车场均
30分钟内免收停车费， 湖南中
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专用室
内停车场、室外停车场，一小时
内免收停车费。

长沙市天心阁景区专用室
外停车场停车费是多少？ 小车，
日间首小时内2元/半小时、首小
时后3元 /半小时 ； 夜间（20:
00-7:00）1元/小时； 大车按二
个车位收取；超大车按三个车位
收取。优惠、免费规定按《关于长
沙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有关
事项的通知》（长发改价费[2019]
21号）执行，凡进入停车场时间
不超过30分钟的免收停车费,小
车24小时最高限价50元。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
医院公共室内停车场，小车日间

停放服务费首小时内2元/半小
时，首小时后2.5元/半小时；夜间
（20:00-7:00）1元/小时。 该医
院公共室外停车场：小车日间停
放服务费首小时内2元/半小时，
首小时后2.5元/半小时； 夜间
（20:00-7:00）1元/小时。 该医
院公共室内、室外停车场，大车
均按二个车位收取，超大车按三
个车位收取，优惠、免费规定均
按《关于长沙市机动车停放服务
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长发改价
费[2019]21号）执行，凡进入停车
场时间不超过30分钟的免收停车
费,小车24小时最高限价30元。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专用室内停车场、室外停车
场，小车日间停放服务费均为首
小时内2元/半小时、 首小时后3
元/半小时，夜间（20:00-7:00）
1元/小时； 大车按二个车位收
取， 超大车按三个车位收取；优
惠、免费规定按《关于长沙市机
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有关事项的
通知》（长发改价费[2019]21号）
执行，凡进入停车场时间不超过
60分钟的免收停车费, 小车24
小时最高限价50元。

■记者 陈月红

本报8月11日讯 现如今，
许多司机都办理了 ETC，其
中，有的是储值卡，有的是记
账卡。今天，记者从湖南高速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了解到，由
于原广信联网公司停止运行，
结合湖南省ETC储值卡目前
已停止提供充值服务的实际
情况，该公司计划将原广信联
网公司ETC储值卡客户进行
注销转卡处理，办理截止时间
为8月15日。

据悉， 之前在长沙市远大
一路原广信马王堆网点办理的

储值卡（卡片为蓝色）客户，都
是属于此次需要注销并重新办
理的。截至今年7月20日，原广
信联网公司ETC储值卡客户共
有649户。目前，该公司已经派
专人通过短信通知、 线上客服
电话沟通、 线上平台信息发布
的方式，通知这649户ETC储值
卡客户于8月15日之前，前往长
沙市远大一路马王堆ETC客户
服 务 中 心 （联 系 电 话 ：
0731-88777008） 办理储值卡
注销退费业务， 并提供免费新
办ETC服务。

近年来，长沙将“雪亮工程”
作为强化社会治理的重要措施
统筹推进。截至目前，全市已总
计投入建设资金15亿元， 市级
“雪亮工程”总平台接入视频监
控23.5万余路， 实现重点区域、
重点部位和重点行业视频监控
全覆盖。

“在‘雪亮工程’建设应用
下， 长沙公安利用视频破案作

用率，由原来不足30%提升到现
在90%以上。” 长沙市公安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这意味着，视频
对破案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同
时， 刑事发案连续5年持续下
降，命案破案率连续3年100%。
此外，“雪亮工程” 不断在安保
维稳、治安防控、服务群众和社
会网格化管理等方面发挥着重
大作用。

长沙公安“雪亮工程”显威：视频破案作用率高达90%

为治安“补盲”，将再添8800个摄像头

长沙街头的视频监控。 通讯员供图

三湘都市报记者8月11日从长沙市公安局获悉，
长沙公安已在全市开展“雪亮工程”视频补盲建设，
计划在半年内新增8800个摄像头，提
升视频防控效能。

23.5万余路视频监控，守护长沙平安

目前， 长沙城区的视频监控
设备数量增多，覆盖面较广，尽管
如此，部分区域仍存在盲区。

此次长沙公安启动“雪亮工
程”城区视频补盲建设，从今年7
月25日起至2021年1月15日，在
全市新增8800个摄像头。 以风
险防控为主线，通过打防协同工
作机制，及时查找防控漏洞和短
板，针对街面犯罪、网络传销、电
信诈骗、黄赌毒等人员聚焦场所
及治安复杂、人流量大、防范薄
弱的区域进行重点补盲，进一步
强化对街面、街巷、小区、单位、
场所的实时安全防控。

长沙公安还将充分带动群
防群治力量，引导企业参与项目

建设运营，利用政府“有形之手”
和市场“无形之手”织密社会治
安防控网，强力推动“雪亮工程”
视频补盲建设目标任务的顺利
完成。

“开展‘雪亮工程’视频补盲
建设是加强现代化社会治安防
控体系建设的重要途径。” 长沙
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沙
公安将运用视频智能化新技术
和大数据技术，切实加强县域重
点区域、 重点部位视频补盲建
设，实现主动防范、实时管控、实
时预警，全面提升长沙社会治理
现代化水平。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刘彬

半年内再“上岗”8800个摄像头

这几处停车场如何收费，标准来了

忘带驾驶证也无妨！汽车“电子身份证”来了
长沙公安推出“星城智卡”服务 可网上申请并在服务点安装

提醒!你的ETC储值卡需更换成记账卡
本月15日前要注销办新卡，否则需走人工通道

做好这些准备工作
个人客户在办理此项业务时，需

要提供ETC储值卡、身份证、行驶证原
件、收款银行卡信息；单位用户需要带
ETC储值卡、车辆行驶证、营业执照复
印件加盖公章、 委托函、 经办人身份
证、单位收款账户信息。ETC客户服务
中心将负责这649户ETC储值卡客户
的账户注销、设备回收（设备丢失则做
无卡注销）、 免费新办（高速自营模
式）以及客户现场解释、安抚等工作。

■记者 和婷婷

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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