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动车保有量逐年急剧
增长， 截止到2013年12月31
日，长沙地区机动车保有量已
达到156万辆，并仍以年均18%
左右的速度高速增长，预计到
2015年将突破200万辆。 目前
长沙大气环境中的氮氧化物
有约50%来自于机动车排放的
尾气。

… 链接

它为什么有这么神奇

机动车排气遥感检测车
采用先进的激光技术，依据光
谱吸收原理，利用不同污染物
对不同频率的光波有不同的
吸收程度，而得到的吸收谱线
就可以作为识别不同气体的
“指纹”，由吸收谱线的位置和
强度来确定污染物分子的成
分和浓度。

大气中约50%氮氧化物
来自汽车尾气

城治连线…

本报4月1日讯 0.8秒
就可把马路上疾驰车辆尾气
中的一氧化碳、氮氧化物等污
染物指标检测得一清二楚。这
不是神话，长沙市目前就有这
样有效检测机动车排气污染
的利器。

1天可检测8000辆车

今日下午， 记者在长沙
县恒隆汽车检测有限公司
停车场见到了这件利器———
我省首台且唯一的机动车
排气遥感检测车（下简称检
测车）。 长沙市政府于2012
年采购。

该车优点明显。 检测效
率高，只需0.8秒就能检测出
一台机动车排气浓度，判断
排气是否超标；一个工作日
可以检测机动车 8000辆以
上；可同时对机动车排气污
染物中CO、CO2、CH、NO及
烟度值进行实时监测；遥感
检测过程中无需拦车，不会
造成交通拥堵。

另外， 该车采自动化程
度高， 整个检测过程由计算
机控制， 自动完成对被检车
辆数据的检测和存储， 避免

了人为因素对检测结果的干
扰。

缺地方标准不能执法

这台检测车服役1年多，
已检测车辆无数。“正常检测
且保留了数据的车辆就有
3000多台。”长沙市机动车排
气污染监控中心工作人员说，
目前我省机动车尾气检测站
采用稳态工况法和加载减速
工况法两种，其执行的湖南省
地方标准为DB43/645-2011
和DB43/646-2011。 但检测
车检测的数据目前没有地方
标准， 因此检测结果仅当练
兵。

目前长沙市机动车数量
已超过156万辆， 其中黄标车
数量7万多台。

长沙市机动车尾气监督
管理中心副主任钟世南介绍，
7万多台黄标车的尾气污染物
排放量占全市机动车排放量
的50%以上，一台黄标车相当
于28台绿标车。“今后长沙要
对黄标车进行限行， 那么这
台检测车将发挥不可替代的
作用。”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李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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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0月国家质检总局
和国家标准委发布了《出租汽
车运营服务规范》新的国家标
准， 此标准从今年4月1日实
施。新国标是对之前的《出租
汽车服务》国家标准的替代。

长沙客运管理局负责人
介绍，国标一出来就在行业内
开展宣传，要求各出租汽车公
司组织驾驶员培训学习，并加

大了暗访力度。在长沙，的哥
询问车外乘客去哪扣4分，往
车外乱丢垃圾扣2分， 吃有异
味的食物也扣2分。

如果扣满20分，的哥就会
被注销服务资格证， 不能从
业。重新参加出租车从业资格
培训，考试合格后才能重新上
岗。市民发现违规现象可拨打
84303488进行电话举报。

还没上车，的哥就问“去哪”扣4分
长沙落实出租车国标，违规扣满20分将注销服务证 出租车主城区行驶率也将纳入考核

采访中， 不少市民都遇到
过出租车司机询问目的地后被
拒载的情况。新《规范》对于乘
客是一个利好消息。

市民李莉说，如果《规范》
被严格执行， 以后在上下班高
峰期， 就不用担心被出租车司
机以交接班、 要加气等理由拒
载了。 但也有市民担心出租车
司机素质不同，执行力也不同，
“还是需要相关部门加强监管，
制定标准去处罚。”

我省首台尾气检测车“闲置”年余
一天可遥感检测8000辆车，可上路执法暂“师出无名”

本报4月1日讯 从今天起，我省最先进的电子物流智能仓库正式启用，
实现仓库存取的全智能，比传统模式提高效率最少3倍以上。

湖南邮政EMS电子商务部副总经理傅勇介绍， 仓库投资640万元，总
面积达到5045平方米。“以前1000件货物需要8个人工作一天，现在只要2.3
个人就足已，先进技术让整体效率提高了3倍以上。”

仓库还配备了湖南最先进的电子标签系统、自动输送线、自动化流程
等管理系统及智能化拣选系统。目前每日能处理2万件货品的存取。

省邮政速递物流公司正在对10万平方米的智能仓库进行科学论证，如
果方案通过，将在我省建成投资2.4亿元，日处理能力达到40万件的巨型智
能仓库。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张颐佳 实习生 戴科

本报4月1日讯 长沙市第一
条中低速磁悬浮计划今年5月开
工。今日，《长沙磁浮工程环境影响
报告书》在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官网公布， 报告书认为，长
沙市中低速磁浮“可行”。482份有
效公众问卷中，有474份（81.5%）表
示支持。

8成公众支持建设

今年2月， 湖南磁浮交通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开始委托单位进行
中低速磁悬浮的环境影响评价，并
对受噪声、振动、电磁辐射等直接
影响和间接影响的公众及单位做
了问卷调查。

482份有效公众问卷中，有474
份（81.5%）表示支持，在25份有效
单位问卷中， 有24份表示支持，公
众参与的意见将指导工程设计进
一步优化方案。

“工程在施工和运营期间将对
环境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通过采
取各种有效的工程和管理措施，对
环境的影响可以得到缓解和控
制。”环评报告总结说，“因此，从环
境保护角度分析，本工程建设是可
行的。”

根据环评报告，列车每3辆为一

列， 最高设计运行速度约100公里/
小时，运营时间从6:30至23:30，全
天运营17小时。

有两条比选方案

机场高速黄兴大道匝道附近
分布有凯旋帝景、八字槽门安置小
区、豪庭等环境敏感点，另外有工
厂、加油站等控制点密集。因此，设
计出具了两套方案。

方案一线路沿黄兴大道路中
走行至机场高速南侧， 采用100
米小半径避让中石油。 方案二线
路在黄兴大道、 东升路及进机场
高速收费站前道路相交的五丁路
口处斜跨半幅黄兴大道， 后沿机
场高速公路匝道南侧至机场高速
公路南侧。

经比较， 两个方案在噪声、振
动和电磁辐射方面对附近的环境
影响相当，且电磁环境影响远低于
标准和规范，但方案一影响的公众
数量较多，故环评专家评审意见推
荐采纳方案二。

根据安排，长沙市中低速磁浮
计划今年5月开工，2015年底建成，
2016年投入运营。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叶子君
实习生 曾慧荻

省内最先进的“土豪仓”启用
人力节约7成，效率提高3倍

8成公众支持，长沙磁悬浮通过环评
运行时间：早6点半至晚11点半，全天运营17个小时

… 乘客反馈

除了对出租车驾驶员和企
业的考核， 客管局负责人还提
出了一个新概念， 希望给出租
车一定的“路权”。

“希望像学校、医院这样的
地方能为出租车划出专门的停
车位。”该负责人介绍，目前长
沙主干道很少有出租车即停即
走的规范点，在学校、医院等人
员聚集区也是出租车禁停区，
这造成了市民需要出租车时打
不到车的困境。

同时该负责人表示， 客管
局将联合交警等职能部门去改
善出租车的经营环境， 多方引
导驾驶员更好地承担起公共客
运的职能。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杨艳

乘客还没上出租车，驾驶
员就问其“去哪”，虽然还没拒
载，这在长沙是违规的。每次
驾驶员得扣4分， 而1年只有
20分。4月1日， 国家质检总
局、国家标准委批准的《出租
车运营服务规范》(下文简称
《规范》)正式实施。长沙出租

车司机对新《规范》已经相当
熟悉，国标里提到的很多服务
要求长沙本地的规章里也有。

不过“的哥要会使用26种
中文和英文服务用语” 这一
条，目前长沙的的哥们还在努
力培训中。

除了正式执行国标，长
沙今天还启动了用GPS监控
出租车时段里程。重点监管
时间为每个工作日7时至9
时30分、下午5时至7时30分
这两个上下班高峰期。考核
范围东至万家丽路、南至南
二环 (含火车南站 )、西至金
星路 、 北至三一大道的区
域。

上下班高峰期，长沙主城
区交通拥堵，不少出租车跑到
城外加气或拉客，主城区市民

为打车头痛不已。为此，长沙
将在出租车行业实施客流高
峰期主城区运行率和停驶率
的考核，通过GPS监控出租车
在主城区的运营时间段和里
程数，数据将列入出租车企业
的月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体
系。

目前，长沙每台正规出租
车上都装有GPS定位系统，通
过GPS既能定位车辆，也能识
别归属公司，从而实时掌握出
租车的运营状况。

《规范》：的哥不得询问未上车乘客目的地

GPS考核出租车主城区轨迹

… 客管局

给予出租车适当“路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