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7日讯 长沙“打的”
将更智能更安全。 长沙市出租车
GPS监管平台今日发布， 已于近
期在800余台出租车安装了新型
车载终端， 并率先启动运力智能
调度等功能，预计将于6月实现驾
驶员人脸识别、电子支付等功能。

据介绍， 我省正加强对道路
运输的智能化、信息化监管。4月，
长沙市率先对出租车GPS监管平
台提质升级， 并上线了运力智能
调度功能。通过对重点路段、重点
区域进行监控， 可对该区域的出
租车辆运力进行智能调度。

如在客流量较大的高铁长沙
南站、长沙火车站，可根据实时客
流和运力情况， 向周围一定距离
内的空载出租车自动发送语音和
文字提醒信息， 以满足铁路车站
旅客乘车需求。

记者从一台已安装新型车载
终端的出租车看到， 在驾驶室上
方装有一处摄像头。 当司机坐上

驾驶位后， 该摄像头立即对司机
进行人脸扫描， 一旦与此前数据
库里的数据不匹配， 后台就会发
出警报通知相关人员。

“目前，系统已录入了长沙市
2万多名持证出租车驾驶员的信
息， 该人脸识别功能正式投入使
用后， 可对驾驶员从业资格实施
有效监管， 乘客乘车安全更有保
障。”长沙市出租车GPS监管平台
相关负责人介绍。

当出租车将乘客送达目的地
后， 位于中控台的电子显示屏就
会显示“支付方式”，乘客可选择
现金或电子支付。当司机点击“电
子支付”选项后，屏幕将生成一个
二维码， 乘客只需拿出手机扫一
扫，即可完成支付。

电子支付功能正式启用后，
乘客将可使用微信、支付宝、银联
等方式付款。无论乘客选择何种支
付方式，该终端都将在支付完成后
自动打印发票。 ■记者邓晶琎

本报5月7日讯“女儿出生3
个月就被确诊为重度β地中海贫
血，如今6岁了，治疗已经花了100
多万元。”在省儿童医院，李女士
忧心忡忡。5月8日是第26个“世界
地贫日”，为了让更多患儿得到及
时救治，北京京妍公益基金会“筑
爱地贫行动” 今天正式落户湖南
省儿童医院， 符合条件的患儿进
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可获得5
万元-9万元的医疗资助。

地中海贫血是一种遗传性溶
血性贫血，也是全球分布最广、累
及人群最多的一种单基因遗传
病。 中重型患者需要定期输血来
维持生命， 造血干细胞移植是这
种疾病唯一根治的方法。 依照目

前我省的筛查情况来看， 全省人
口的地贫携带率约为8%， 永州、
郴州等地高发。90%的重型地贫
患者在偏远贫困农村。

据了解，“筑爱地贫行动”救
助项目救助对象为在湖南省儿
童医院治疗的2-12岁贫困重型
地贫患儿，对可进行造血干细胞
移植手术的患儿提供每例人民
币5万元的一次性资助款。特殊情
况患儿可由科室、医院、患儿家庭
提交联合说明，给予最高人民币9
万元的一次性资助款。 有需要的
家庭可以拨打0731-85356313向
湖南省儿童医院血液内科咨询。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姚家琦 肖嫔

本报5月7日讯 记者从湖南
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长益扩容工程益阳段新河特大桥
已于近日“牵手”成功，左幅顺利
合龙。

新河特大桥全长3466.8米，
位于益阳市赫山区泉交河镇和笔
架山乡境内， 是G5513长沙至益
阳高速公路扩容工程的一座特大
桥。目前，新河特大桥右幅下构已
全部完成，预计8月份可顺利实现
右幅合龙。 根据目前工程进展推
算，新河特大桥双幅预计9月底可
完成桥面系和护栏施工。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李曙龙 李斯 江钻

地铁4号线拟本月26日载客试运营
连起长沙4区1县 长沙地铁即将迈入“网络化运营”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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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7日讯 在长沙，
坐地铁出行将更便捷。记者今
天从长沙轨道交通集团获悉，
地铁4号线一期工程预计将于
5月26日11：28载客试运营
（最终时间以行业主管部门和
长沙市人民政府审批同意为
准）， 这标志着长沙地铁即将
从“十”字换乘时代驶入“网络
化运营”时代。

届时， 大家可通过4号线
溁湾镇、沙湾公园、长沙火车
南站、 光达4座车站与2号线
实现换乘，也可通过黄土岭站
与1号线实现换乘， 还可从4
号线观沙岭、树木岭站与长株
潭城际铁路互联互通。 未来4
号线阜埠河、圭塘、六沟垅3座
换乘站还将分别无缝对接3、
5、6号线， 全面扩大长沙轨道
交通线网综合效能，进一步激
活长沙市民“半小时生活圈”。

下穿“一江三河两铁两隧”

长沙地铁4号线一期工程
于2014年12月31日开工建
设。4号线与2号线最小垂直
距离仅2米， 距离南湖路隧道
仅5.4米……据介绍，4号线在
建设过程中下穿“一江三河两
铁两隧”，即湘江、浏阳河、龙
王港、圭塘河、石长铁路、京广
铁路、 地铁2号线、 营盘路隧
道、南湖路隧道，并上跨了城
际铁路。

全体地铁4号线参建者通
过优化施工方案，按质按量完

成4号线建设任务。去年12月
29日下午开始，长沙地铁4号
线通车试运行， 是继2号线、
1号线、长沙磁浮快线之后开
通的又一条线路， 也是目前
开通的最长线路。

25个站，串连起4区1县

长沙地铁4号线一期工程
全长33.5公里， 设25座车站，
北起罐子岭站，南至杜家坪站，
呈西北至东南走向， 串联望城
区、岳麓区、天心区、雨花区和
长沙县，途经滨江新城、溁湾镇
商业中心、岳麓山大学城、南湖
新城、高铁新城、黄榔副中心等
重要城市功能中心和枢纽地
带， 对于长沙区域经济发展具
有重要支撑作用。

地铁4号线一期工程25
个站均为地下站，由西至东分
别为罐子岭、月亮岛西、湘江
新城、汉王陵公园、福元大桥
西、茶子山、观沙岭、六沟垅、
望月湖、溁湾镇、湖南师大、湖
南大学、阜埠河、碧沙湖、黄土
岭、砂子塘、赤岗岭、树木岭、
圭塘、沙湾公园、粟塘、平阳、
长沙火车南站、光达、杜家坪。

据介绍，4号线一期工程
于4月29日顺利通过试运营
专家评审大考后，近期正严格
按照专家评审意见整改完善，
以确保该线路按设计标准和
相关规范要求开通试运营。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 曾雪琪

本报5月7日讯 记者从长沙
市交警支队获悉，因为施工需要，
长沙三个路口将实行交通管制，
请驾驶员严格按照相关通告通
行，服从现场民警指挥。

为确保雅塘冲路道路建设项
目施工顺利，从5月10日0时起至
7月9日24时止，韶山路雅塘冲路
口禁止机动车北往东左转通行。

为确保轨道交通6号线六沟
垅站施工顺利，从今年5月10日0
时起至2020年3月9日24时止，桐
梓坡路银盆南路路口东口至湘岳
路路口西口实施全封闭交通限制
措施，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行
人通行。

为确保轨道交通6号线文昌
阁站施工顺利，从5月12日0时起至
10月11日24时止，湘雅路黄兴路口
东口禁止机动车辆由东往西直行
和由东往南左转,过往车辆绕经周
边道路通行。 ■记者虢灿

长沙这些路口
因施工交通管制

长益扩容工程：
新河特大桥左幅合龙

下月起，“的哥”上岗将有人脸识别
长沙“打的”将更智能更安全

湖南“地贫”患儿最高可获9万元救助

长益扩容工程益阳段新河特大桥左幅顺利合龙。 通讯员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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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地铁3号线建设再迎新进展。 记者获悉，随
着长沙地铁3号线丝茅冲站-烈士公园东站区间右线
5月7日凌晨贯通， 标志着经过一年多的施工建设，由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承建的高风险段———长沙地铁3号
线丝茅冲站-烈士公园东站盾构区间顺利洞通。

地铁3号线丝茅冲站-烈士公园东站盾构区间单
线长1525米， 为整个长沙地铁3号线施工风险最多的
一个区间，盾构施工难度较高。“3号线全线共有3个施
工一级风险点，其中2个就分布在这个区间。”中铁二
十五局集团长沙地铁3号线9标项目经理李大成介绍，
施工要分别穿越某通讯公司大楼、淤泥质地层、三角
塘泵站排水箱涵、京广线、红旗渠岩层等施工难点。其
中侧穿某通讯公司大楼时， 施工的盾构机离大楼仅4
米左右。下穿淤泥质地层、京广线属施工一级风险点。

据介绍，一级是施工中风险级别最高的。淤泥质
地层流动性大，盾构施工中极易发生地层沉陷、坍塌
等意外。 而长沙地铁3号线丝茅冲站-烈士公园东站
区间双线下穿京广铁路的框架桥长35米，下穿地段为
客货共用有砟轨道。“对京广框架桥及其轨面沉降控
制要求非常高，要求沉降不能超过5毫米。”为此，长沙
市轨道交通集团采取多种措施严格控制铁路框架桥
及轨道沉降；积极申报了京广铁路慢行方案并分两次
施工。

长沙地铁3号线一期工程呈西南至东北走向，从
岳麓区山塘站至星沙广生站全线共设车站25座， 根据
计划安排，今年年内力争实现试运行目标。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 曾雪琪 通讯员 齐绍安

地铁3号线风险最大区间段顺利洞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