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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发布高考交通管制停车指南
交警多项措施为高考护航 各考点设置高考服务车
■记者 黄娟

重 市一中
要 管制 6月7日、8日每天的7:00—12:00、13:30—18:00对清水塘路实
行临时性交通管制，禁止与高考无关的机动车辆通行。
考
烈士公园南门、西门有停车场，湖南宾馆北侧至烈士公园南门有
点 停车 咪表停车位，建鸿达地下停车库，喜来登地下停车库。
及
周 护考 营盘路东风路交警岗亭内有急救包。营盘路清水塘路口有1辆警
车及1辆巡逻摩托车，处置与高考有关的突发事件。
边
交 长铁一中
通
6月7日、8日每天的7:00—12:00、13:30—18:00对东方大酒店西
管 管制 侧支路长铁一中路口至曙光路向韶村路口路段实行临时性交通管
制
制。袁家岭至火车站由西往东开考前一小时进行交通管制。

本报6月2日讯 2016年高
考将于6月7日至8日两天举行，
长沙将有56486名考生参加考
试，共设高考考点31个，其中城
区设考点15个， 县区设考点16
个。为确保高考期间全市道路交
通有序、安全、畅通，为广大考生
提供良好的交通环境，长沙交警
出台多条措施，护航高考。

停车 火车站周边社会收费停车场。
护考 1辆警用摩托车和1辆警用汽车在五一大道长安路口。

高考连线

6月7日、8日每天的7:00—12:00、13:30—18:00对潇湘大道望

管制 月湖路口实行临时性交通管制，望月湖小区道路按照已制定的微
循环单向交通组织实施交通管理措施。

停车 望月湖街道对面有停车位。

本报6月2日讯 6月7日、8
日为湖南省高考时间， 随着高
考的临近， 不少家长进入了紧
张的陪考模式。 长沙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专家提示： 高考将
近， 家长要重点关注孩子的饮
食卫生， 并多留意孩子的精神
状态， 对压力大的孩子要及时
■记者 李琪
进行心理疏导。
通讯员 陈艳 陈珊

6月7日、8日每天的7:00—12:00、13:30—18:00对人民路的芙蓉路
至韶山路口可根据实际道路情况，适时采取分流疏导、交通限制或交
管制 通临时管制措施。 并针对新设立的潮汐车道实施有效管控和合理调
剂， 确保考试期间道路有序通行。6月7日、8日人民路的识字岭路口
至梓园路口由西往东开考前一小时进行交通管制。

停车

芙蓉交警大队队部24个停车位；嘉熙国际广场30个停车位；梓园路
大宅门楼盘400个停车位（收费）。

护考

6月7日、8日芙蓉交警大队队部提供免费停车位以及送考家长休息
室。1辆警用摩托车和1辆警用汽车在地质中学门口。

长沙市天心区第一中学
6月7日、8日7:00-12：00、13:30-18:00，在沙湖街设置卡点，禁止除持高
考通行证以外的车辆驶入，禁止无关车辆在天心区第一中学门前停放。

管制

停车 送考车辆建议停放在新一佳超市停车场及周边停车场。
护考 1辆警用摩托车和1辆警用汽车在天心一中门口。

麓山国际实验学校

考生家长
要关注孩子的饮食卫生

湖南省地质中学

护考 1辆警用摩托车和1辆警用汽车在麓山国际实验学校门口。

麓山滨江实验学校
6月7日、8日7:00-12：00、13:30-18:00，对银双路的湘岳路口、银双
路的银盆路口实行临时性交通管制，接送考生车辆即停即走。

管制

停车 滨江小学停车场。
护考 1辆警用摩托车和1辆警用汽车在麓山滨江实验学校门口。

师大附中
6月7日、8日每天的7:00—12:00、13:30—18:00对桃子湖

长沙市实验中学（原田家炳中学）

管制 路的潇湘大道至麓山路口全线实施交通限制措施。接送考生车辆
即停即走。

停车
护考

6月7日、8日紫薇路的古汉路口至龙柏路口、 龙柏路的紫薇路口至龙

管制 柏小区、古汉路的紫薇路口至马王堆路口，开考前一小时进行交通管
制，除军、警、公交、出租、送考车辆可通行外，其余车辆绕道通行。

师大附中对面停车场。
中医药大学向日葵志愿者团队在考点周边为考生服务。1辆
警用摩托车和1辆警用汽车在师范附属中学路口。

停车 临时开放马王堆北路沿线停车。
护考 1辆警用摩托车和1辆警用汽车在长沙市实验中学门口。

响应“健康中国”战略，康雅医院打造区域性医疗中心
技术医疗与人文医疗协调发展

本报6月2日讯 2016年6月12
日，康雅医院将盛大开业。这家前期
投资达16亿元的大型三级综合医
院，积极响应国家“健康中国”大战
略，携“省市‘十二五’、‘十三五’发
展规划重点民生工程”等金字招牌，
吸纳了来自湘雅、协和、华西等知名
医院的知名专家。他们的汇聚，犹如

巨资引入世界一流设备

耸立在湖湘之北的一座医学高峰，
叩响康雅打造区域性医疗中心的大
门，490万益阳人民有望在
“
家门口”
就能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服务。
“康雅医院的医疗技术水平会
达到省内一流，我们有信心也有责
任把益阳医疗行业的水平提高一
个层次。”康雅医院院长廖二元说。

全面构建现代化诊疗体系

康雅医院是经湖南省卫计委
批准，集医疗、预防、康复、养老、
科研和教学于一体的大型三级综
合医院，设置床位1000张，建筑
面积16万平方米， 总投资 16亿
元。 医院西依益阳会龙山自然保
护区，配套60多亩山体公园和20
多亩水体景观， 是一座名符其实
的“健康花园”。
根据区域群众的医疗需求和
三甲综合医院的设置标准， 医院
设48个临床医技科室。同时，医院
将重点发展微创中心、介入中心、
神经医学中心、急救中心、妇儿中
心、血液净化中心、内镜中心、康
复理疗中心、 健康体检中心和临
床研究中心十大中心。

康雅医院投巨资引进了一批
世界一流品牌的医疗设备。 据悉，
在康雅医院前期投资中，仅购买大
型医疗设备一项花费就超过了2.5
亿元， 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长
中，后期投入预算将达到5亿元。
廖二元说， 以乳腺扫描仪和瓦
里安高能医用直线加速器为例，无
论是功能还是诊疗效果， 均属益阳
地区最高水平。除此之外，引进的核
磁共振成像系统（MRI）、128层螺旋
CT、血管造影数字化系统（DSA）等
专业化设备可精准诊疗肿瘤、 脑部
疾病、心血管病变等复杂疾病；在省
内也属先进水平，为高、精、准诊疗
提供坚实保障， 为全面构建现代化
诊疗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精医厚德，仁济苍生。
康雅的医疗理念， 从诞生
伊始， 就被赋予了深厚的人文
关怀底蕴。 医院率先引入全世
界公认的国际医疗卫生机构认
—JCI标 准 。JCI 标 准
证 体系——
代表了医院服务与医院管理的
最高水平。JCI标准的宗旨是站
在患者利益的立场上， 通过近
乎苛刻的1033个项目指标，以
规范医院的医疗服务与管理，
给予患者最大的人文关怀。
为增进医生和患者之间的
相互信任，康雅医院公开了医务

响应国家“健康中国”战略
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曾就
医药产业“十三五”规划表示：
打造“健康中国”，要更加注重
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和资源
下沉。 作为坐落在地市级城市
的康雅医院， 上承省会湘雅等
大型医疗机构和医学院校，下
接县乡村社会基层医疗机构，
上承要引得来，下沉要下得去。
廖二元教授说： 传统的诊
疗模式都是“患者动， 医生不
动”。 康雅医院将打破这一成
规，通过“引进来”和“沉下去”
两大手段主动让优质医疗资源
下沉，力争实现“患者不动，医
生动”。
民生康雅，任重道远。
康雅医院一方面从湘雅及
省内外大型医院引进一批知名

打造区域性医疗中心

人员的联系方式， 专家何时坐
诊、何时查房均在信息平台上一
览无余，以帮助患者找到最合适
的医生。“这是别人从来没做过
的事情，医患关系在康雅医院将
会变得非常和谐。”廖二元说。同
时， 信息平台能实现与省级、县
级医院、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医疗
机构的对接，为康雅医院融入三
级诊疗网络提供了便利。
康雅医院信息管理平台的
显 著 特 点 就 是——
—门 诊 医 生
终端一站式刷卡结算方式。患
者无需排队挂号，直接上诊室

刷卡 看病 ，刷卡 交 费。 这 一 就
诊流程的变革，彻底颠覆了过
去和其他医院的诊疗模式，使
医生对患者的服务更贴近、更
贴心。
廖二元说，康雅医院把人文
医学摆在和技术医学同等重要
的位置，协调发展，为患者营造
方便、安全、舒心的就医体验。医
院以先进的医疗设备、精准的诊
疗手段和优质、高效、满意、放心
的医疗服务，打造成益阳及周边
地区群众满意、社会认可、政府
放心的区域性医疗中心。

让益阳人民在“家门口”享用优质医疗资源
专家、 医院管理人才和中坚技
术力量， 组成以“湘雅名医”、
“康雅知名专家”和“专家会诊”
为核心的医疗质量保障体系；
另一方面， 主动把优质医疗资
源下沉，送医疗服务下基层。与
基层医院结成合作互助关系，
开展学术和临床交流活动。对
条件较好的医院和医疗技术人
员采取结对帮扶方式， 提高基
层医生和医院的诊疗服务水
平。逐步建立和形成医疗联盟，
服务更多基层群众。
廖院长说：“在康雅医院，
除行政后勤外， 包括院长在内
的所有管理层、 专家都要到门
诊为普通患者服务。”
目前，康雅医院除了引进
原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院长

廖二元担任院长，中南大学湘
雅医院大外科主任汤恢焕、消
化内 科 主 任 邹 益 友 任 副 院 长
外， 还汇聚了来自协和医院、
北京301医院、西京医院、华西
医院、同济医院等知名医院的
高级人才。
学术有专攻，服务无止境。
为了给群众提供更好的医疗服
务， 康雅医院在比照同类型三
级综合医院标准的基础上，护
理人员增加了30%， 一个科室
如果一般医院是10名护士，康
雅医院则配有13名， 目的就是
为患者提供更为全面周到的医
疗服务。
技术医学和人文医学协调
发展，打造服务型医院，康雅正
在努力实践着。 ■记者 周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