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2月15日讯 记者从广
铁集团获悉，2月12日以来，广铁
集团迎来节后第二波客流高峰，
每日客流均在110万人次以上。2
月15日起，春运客流开始出现回
落，当天，广铁集团发送旅客108
万人，加开列车131列，广铁各大
火车站客流量逐渐趋于常态。

据悉，2017年春运即将进入
尾声，广铁集团管内临客计划从2
月15日起陆续下线， 预计21日左
右，所有加开列车将全部下线。目
前除湖南地区16日往深圳方向高
铁车票较为紧张外， 其他各大方
向均有余票。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李盛家 刘昱巧

铁路客流回落，临客陆续下线

【列车里】 紧急对讲装置：列
车车门侧立柱上， 按下按钮等指
示灯亮后可与司机通话； 屏蔽门
解锁装置：在屏蔽门内侧，按箭头
方向旋转手柄可打开屏蔽门；紧
急开门装置：每节车车门侧边，遇
到无法开车门或发生突发事件
时，可扭动，列车停靠在站台时，车
门完全打开， 列车在行驶状态中

时，列车会惰行，后打开车门。
【站台上】手动报警按钮：

买票进站层和候车层墙壁上都
有，发生火灾时按压按钮触发警
报；紧急停车装置：每个站台首
末两端都会装共4个紧急停车按
钮， 具体位置在墙上和立柱上，
击碎玻璃按压3秒以上可让该侧
行驶中的列车紧急制动。

发生火灾可以按哪些紧急装置

《春运交通隐患
曝光台》

2月15日10时许，长沙市开福区浏阳河隧道旁，施工人员在拆卸限高门。当天凌晨3时许，一辆半挂大货车违
反禁令标志，强行通过浏阳河隧道口龙门架，导致货车卡龙门架内、隧道双向交通中断数小时。

长沙市住建委路桥处相关负责人提醒，长沙市城区隧道除天际岭隧道外，其他都是全天候禁止货车通行且限
高4.5米。 目前闯禁半挂大货车已移交事故组处理，驾驶员除将面临扣3分、罚款100元的处罚外，还需承担龙门
架赔偿和维修责任。 记者 叶子君 唐俊 通讯员 罗赛男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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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15日讯 春运已
接近尾声， 很多儿童随父母乘
客运车辆回家。 抱在怀里的孩
子算不算超载？今日，省高警
局常德支队在辖区各大收费
站展开了客车超员专项整治
行动，查获了多起儿童超员的
客运车辆。民警提醒，不管营
运车辆还是私家车， 都不能超
过核载人数， 核载人数不分大
人、小孩。

按规定，1.2米以下的儿
童旅客可享受免票。 而根据
国家交通部门的有关规定，
营运客车在客满后只能再搭
乘不超过核定载客人数10%
的免票儿童；1.2米-1.5米的
半价票儿童须有座。

民警提醒，私家车的载人
数是以车辆行驶证上标明的
为准，所以一辆核载5人的汽
车，多出来一个孩子，也属超
员。 私家车载人超过核定人
数未达20%的， 罚款100元，
记3分；达到20%及以上的，罚
款200元，记6分。如果核载5
人的私家车多出一个婴儿，
按照核载人数算， 已经达到
20%， 将被罚款200元， 记6
分。 ■记者 虢灿

连日来，“长沙蓝” 萦绕在
星城上空，刷屏朋友圈。不少市
民走出家门， 聚集在江河湖泊
边，与大自然亲密接触。

为提高河湖环境质量，长
沙市开出一剂“药方”。2月14
日， 记者从长沙市政府门户网
站获悉， 长沙市今年将全面推
行“河长制”，建市县镇村四级
“河长”体系，进一步加强长沙
市河湖管护工作， 保障河道防
洪安全、供水安全和生态安全，
筑牢“一江六河”生态屏障，建
设“四更长沙”。未来几年，长沙
将从多方面努力， 通过全面推
行“河长制”，实现“河长治”。

开展自然生态空间
确权登记

在加强水资源保护方面，落
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严守
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用水效率
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
线。加强规划和建设项目水资源
论证工作，严格实施取水许可和
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全面落实
城市排水许可制度， 严格控制
入河湖排污总量。

在加强河湖管理保护方
面，分步实施“一江六河”堤防
达标工程建设， 不断提高全市
防洪保安能力。 在新城新区之
间确立河流过渡缓冲区， 严格
水域岸线等水生态空间管控。
建立河湖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
度，开展水域、滩涂、岸线等自
然生态空间确权登记， 划定河
道、水库、湖泊和水利工程的管
理及保护范围， 严格涉河湖建
设项目行政审批， 严禁非法侵
占水域岸线， 建立建设项目占
用水域补偿制度。

此外， 全面加强河道采砂
管理， 对湘江库区以上干流及
浏阳河、捞刀河、沩水河全域实
施禁采， 除市政府规划的六大
砂石基地以外， 湘江库区内一
律禁止卸砂。

建设亲水生态岸线
全面治理黑臭水体

在加强水污染防治方面，

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建立“以水控陆”的入河排污管
控倒逼机制和考核体系。 结合
城市总体规划， 推动城市污水
处理防治规划等涉水规划与城
市规划、 土地利用规划等的衔
接融合，促进多规合一。

同时，排查河湖污染源，加
强水污染综合防治， 严格治理
工矿企业污染、城镇生活污染、
畜禽养殖污染、农业面源污染、
船舶港口污染， 改善水环境质
量。 优化浏阳河入河排污口布
局， 加大入河湖排污口综合整
治和监管力度。

在加强水环境治理方面，
实行水环境质量目标管理责任
制，以区县（市）为主体，开展水
环境综合整治， 加强河湖跨界
断面、主要交汇处、重点水域的
水质水环境监测， 因地制宜建
设亲水生态岸线， 全面治理黑
臭水体。 将河道管理范围内陆
域、 水域纳入城乡环境卫生统
一管理， 制定河道保洁标准和
管理办法，推行市场化作业。

“一江六河”及主要支流
逐步建立视频监控系统

在加强水生态修复方面，
探索建立水生态补偿机制，推
进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继
续实施退投还水、退房还岸、退
耕还湿等生态修复行动， 保护
好“一江六河”及其支流的生物
多样性。加大都市区再生水厂、
湿地建设力度， 加快城市内河
水系连通， 充分发挥江河湖库
自我缓释、自我调节、自我净化
的海绵体功能。

在加强执法监管方面，加
强河流保护立法工作， 完善水
域和岸线保护法规体系。 加大
河湖管理保护执法力度， 建立
水务、环保、交通、城管、海事等
部门联合执法机制， 依法查处
各类涉河违法行为。 加强河湖
水域环境动态监管，“一江六河”
及主要支流逐步建立视频监控
系统。建立河道巡查制度，组建
专（兼）职河道巡查员队伍，及
时发现、 报告和制止涉河违法
违规行为。 ■记者 和婷婷

本报2月15日讯 2月10日
晚7点前后， 香港一列由金钟开
往荃湾方向的地铁突然在尖沙
咀站起火，导致18人受伤。昨日
凌晨，模拟香港地铁突发车厢起
火场景，长沙轨道运营公司在地
铁1号线进行了一场有近百人参
与的列车区间火灾疏散演练。

本次演练模拟场景为：正值
高峰时段，满载乘客的列车驶离
车站后不久， 车厢尾部突发火
情，一名乘客通过客室对讲联系
上司机，司机边安抚全车乘客边
立即报告行调，同时维持列车进

站处理。 演练从零点17分开始，
调度指挥大厅内，行调首先扣停
邻站列车，司机同时通过广播引
导乘客使用车厢灭火器进行灭
火；零点20分，列车行驶至省政
府站停稳后，司机立即打开车门
和屏蔽门，此时，已等候在站台
的工作人员迅速上车疏散乘客
并进行灭火；零点24分，工作人
员疏散站内乘客并进行关站；随
后，综合机电部、通号部等相关
技术人员确认了设备联动情况。
演练在凌晨1时左右顺利结束。

■记者 叶子君

本报2月15日讯 在阳光
的陪伴下，近日省内暖意蔓延。
昨天全省平均最高温18.6℃，
其中湘南、 湘东南最高温爬升
至 22-23℃ ， 永兴最高温达
23.6℃。省气象台预计，由于没
有明显冷空气影响， 近日气温
上升，2月20日前湘西、湘北多

分散性小雨， 其他地区以云系
变化为主 ，20日最高温可达
25℃左右。

今明两天湘西、 湘北多阵
性降水，其他地区多云为主；17
日湘东南多云，其他地区阴天，
大部分地区有小雨。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谭萍

开展自然生态空间确权登记，建立“以水控陆”倒逼机制和考核体系

长沙推行“河长制”，视频监控一江六河

所谓“河长制”，即由各级党政负责人担任河长，全面负责组织
领导相应河湖的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理、水污染防治、水环境
治理等河湖管理和保护工作。这是解决复杂水问题、维护河湖健康
生命的有效举措，也是完善水治理体系、保障水安全的制度创新。

何谓“河长制”？

暖意蔓延，20日最高温可达25℃

“超高”行驶，驾驶员将被扣分罚款还要赔偿

模拟香港地铁事件，长沙地铁1号线举行火灾疏散演练

地铁起火？ 这些紧急装置要清楚

抱在怀里的孩子
也算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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