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新规

长沙市湘府路（河西段）快速化改造工程桥梁主体全部浇筑完成。 通讯员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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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30日讯 今日，长
沙市民唐先生致电本报热线反
映，称其在“湖南公安服务平台”
下载了电子驾驶证，但被交警拦
下出示该电子驾驶证时，却不被
对方认可， 还被认定为未携带驾
驶证被罚了50元并记1分，对此，
他觉得委屈。

对此， 长沙市交警支队相关
负责人表示，电子驾驶证不是所
有场合均可通用。

【遭遇】交警不认可电子驾照
唐先生告诉记者，今年11月

6日， 他驾驶小车行经长沙市枫
林路玉兰路口时，被交警拦下。因
擅自更换了车辆的轮毂和轮胎
类型，被处罚500元罚款。

在开具罚单后， 交警要求其出
示纸质驾驶证， 没有带原件出门的
唐先生，拿出“湖南公安服务平台”
里的电子驾照，却不被交警认可。

“是长沙本地车， 也有电子驾
照，为什么还算我没带驾驶证？”唐
先生说，因为未携带驾驶证，他被
处以50元罚款，并记1分，尽管已经
接受了处罚，但他还是觉得委屈。

【回应】并非适用所有场合
对此， 长沙市公安交警支队

回复称，民警在路面查获驾驶人
未携带纸质驾驶证的， 允许驾驶
人当场登录湖南公安服务平台
微信端或APP端， 调取本人电子

驾驶证并交由民警查验。 民警通
过警务通手持终端查实该驾驶人
确有驾驶证且无其他交通违法行
为及暂扣期间驾车、 驾驶证吊销
等异常情形的，免于处罚放行。如
驾驶人有其他交通违法行为，适
用简易程序处理， 可以使用电子
驾驶证接受处理罚款金额在200
元以内(含)、驾驶证记1分、2分、3
分、6分的情形， 且处理后其驾驶
证记分不得超过12分。

“唐先生这个属于严重违法
行为，且罚款金额也高于200元，
不适用简易程序处理。”长沙市公
安交警支队处教科民警表示，唐
先生因擅自更换了车辆的轮毂
和轮胎类型，被交警特别勤务大
队以“未随车携带驾驶证、擅自改
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
技术数据”依法扣留车辆，不属于
教育免罚的情形。

交警提醒， 电子驾驶证适用
范围在生成方式上仅限通过“湖
南公安服务平台”生成的电子驾
驶证， 驾驶人仅限由湖南省公安
交警部门核发机动车驾驶证件
的人员，车辆仅限“湘”牌车辆，且
交通违法行为发生地仅限在湖
南省行政区域范围内。另外，驾驶
人在机动车驾驶证暂扣期间，不
得使用电子驾驶证。电子驾驶证
是湖南公安机关推出的便民措
施，并非提倡和鼓励驾驶员不随
身携带驾驶证。 ■记者 杨洁规

本报12月30日讯 今
天凌晨4时，历经7个小时，
长沙市湘府路（河西段）快
速化改造工程连续梁主体
全部完成浇筑。 项目将在
12月31日开放罗家嘴立
交五条匝道， 于明年1月
18日前将开放主线桥、洋
湖立交东西向交通。

长沙市湘府路（河西
段） 快速化改造工程位于
湖南湘江新区核心区，项
目东接湘府路越江大桥引
桥，西至周家湾路；北起南
二环（含罗家嘴立交），南
至连塘路。建成之后，基本
完善快速化改造功能，不
仅可以有效分流二环线交
通压力， 提高城市交通廊
道的服务水平， 也可以显
著加强湖南湘江新区与城
市快速路系统的对接，提
升湘府路大桥的利用效
率。 ■记者 石芳宇

通讯员 杨宇 刘胡

本报12月30日讯 今日
上午， 长沙地铁3号线、5号线
一期工程在顺利完成“轨通”
“热滑”等节点后，双双通车试
运行。这两条纵横星城东西南
北的地下交通大动脉的通车，
标志着长沙市轨道交通规划
“米”字型骨架、双“十”字拓展
线网格局已基本形成。 至此，
长沙市轨道交通通车里程和
运营里程通过试运行后达
161.2公里， 车站达105座，换
乘站达14座，线网综合效能将
全面扩大。

从今日起， 长沙地铁3号
线、5号线一期工程开始空载
试运行， 意味着3、5号线一期
工程已进入运营筹备的冲刺
阶段。此前，3号线、5号线一期
工程已顺利实现 “洞通”“轨
通”“电通”“车通”目标。试运
行期间，长沙地铁将通过不载
客列车运行，对运营组织管理
和设施设备系统的可用性、安

全性、可靠性和稳定性进行全
面的检验和验收。按照最新国
标要求，每列车要在试运行期
间，开满2000公里方能投入载
客运营。与此同时，长沙地铁
还将同步完成市政接驳、道路
交通恢复、车站装饰装修收尾
及初期运营安全评估等各项
准备工作。

明年7月，长沙地铁3、5号
线一期工程将如期载客初期
运营，新增的42座车站将正式
开门纳客。其中，3号线月湖公
园北站、长沙火车站、侯家塘
站、阜埠河站可分别与5、2、1、
4号线换乘，5号线万家丽广场
站、 圭塘站可分别与2、4号线
换乘。届时，广大市民朋友可
乘坐地铁直达长沙主城区的
六区一县，便捷畅通的“全面
网络化” 地铁时代将正式开
启，“半小时地铁生活圈”将覆
盖全城。
■记者 石芳宇 通讯员 赵娟

本报12月30日讯 今日下
午, 长沙市非道路移动机械正
式开始检测挂牌，这是长沙市
发出的第一张非道路移动机
械号牌，属全省首例。拿到这
第一张牌照的是一台挖掘
机。今后，不符合环保标准、没
有拿到号牌的非道路移动机
械不能进入到施工现场。

非道路移动机械包括挖掘
机、推土机、装载机、压路机、平
地机等。

从11月1日开始， 依托生
态环境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
环保信息采集》平台，长沙正式
启动非道路编码登记工作。第
一批次共计审核通过1304台
非道路移动机械。

■记者 和婷婷

本报12月30日讯 今日上
午， 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举行挂
牌仪式。

参加仪式的全体消防救援
指战员整齐列队、 精神饱满、士
气高昂，升国旗、奏唱国歌，迎接
中国消防救援队队旗。长沙市副
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
唐向阳与该市消防救援支队支
队长温国坤共同为“长沙市消防
救援支队”揭牌。

全市消防救援队伍将严格对
标应急救援“主力军、国家队”标
准，主动应对“全灾种、大应急”需
求，着力提升防范安全风险水平，
全面锻造综合救援救灾本领；坚
决贯彻执行“两严两准”纪律部队
要求，全面提升队伍建设正规化、
专业化、职业化水平，努力打造一
支“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
火、竭诚为民”的消防救援队伍。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李玺

双线齐发车！长沙地铁3、5号线试运行
明年7月载客试运营 “半小时地铁生活圈”将覆盖全城

地铁3号线名片
地铁3号线一期工程全长36.5公里， 西起岳麓区山

塘站，东至长沙县广生站，全为地下线，共设车站25座，
其中现有换乘站4座，该线路途经大王山片区、洋湖新
城、岳麓大学城、贺龙体育中心、侯家塘-东塘商圈、长
沙火车站、烈士公园、国防科技大学、长沙大学、月湖公
园、星沙商业中心等重要城市功能中心和枢纽地带，着
力打造阜埠河站、灵官渡站、东塘站、烈士公园东站、星
沙站等5个特色站和朝阳村站1个平安主题站。

地铁5号线名片
地铁5号线一期工程全长22.5公里， 起于雨花区毛

竹塘站，止于长沙县水渡河站。共设车站18座,现有换乘
站3座。线路连接多所职业技术学院、医院以及月湖公
园、湖南广电、马栏山视频文创园、万家丽商圈、圭塘河
风光带、省植物园等重要城市功能中心和客流集散点，
设有圭塘站、万家丽广场站、马王堆站、马栏山站4个特
色站点。

湘府路（河西段）
今天开放部分匝道

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挂牌

电子驾照不能“通关”
这些场合还得带“本”
长沙交警解读电子驾驶证适用场合

长沙发出第一张
非道路移动机械号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