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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明开车别“凑热闹”，避开易堵区域
长沙交警发布近期交通管控措施：去这些地方“打卡”尽量选择地铁、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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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25日期间， 长沙
市区部分区域人流、 车流量将显
著增加。12月23日， 长沙交警发
布提示，将采取疏导为主、视情管
制、梯次配置、分层管制等措施，
确保交通安全畅通。 建议广大市
民在此期间，尽量选择地铁、公交
等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或错时错峰
出行，尽量避开拥堵路段。

外围卡车
控制入城车流量

12月24日、25日14时至22
时，长沙交警在全市设置17个外
围分流点，视情采取卡放结合的
临时性管制措施，控制入城交通
流量， 确保出城道路的畅通。特
别是加大对工程运输车、 货车、
农用车、拖拉机等车辆进入城区
的管制。

24日、25日从16:00开始至深
夜交通恢复正常， 长沙交警启动
一级勤务，全员上路、全力保障道
路畅通。按照核心管制区、中心管
控区域、 外围远端分流区三大区
域视情采取交通管理措施。

核心管制区域是以五一大道
橘子洲大桥东至建湘路口、 建湘
路（天心路）五一大道路口至城南
路口、城南路（含西湖路）天心路
口至湘江大道路口、 湘江大道西
湖路口至橘子洲大桥南匝道口的
合围区域。 中心管控区域则是以
中山路、芙蓉路、劳动路、湘江大
道合围区域为中心区。 以中心管
控区上游路口设置外围远端分流
区，缓解中心管控区域、核心管制
区域车流压力。

根据交通情况， 适时对核心

管制区实施交通管制， 禁止机动
车驶入。根据交通流的变化，适时
对五一广场、 解放西路酒吧一条
街、黄兴路口东西侧U形通道、人
民西路、 烈士公园周边道路实施
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辆驶入。

此外， 长沙交警将加强对万
家丽、湘府路快速路的巡逻管控，
重点控制长沙大道、三一大道、喜
盈门范城、 德思勤广场上下行匝
道口， 视情采取卡放结合的疏导
措施， 确保快速路及其周边道路
通行有序。

严格停车
加强重点区域控制

12月24日、25日的14时起，
长沙交警重点加强五一商圈、黄
兴广场等核心区域的禁停管理。
同时与城管部门、 共享企业做好
工作联动， 严控人行道机动车乱
停乱放、 共享单车随意摆放影响
交通。在解放路、黄兴路、湘江路、
营盘路、东风路、火车站、烈士公
园周边等处增派警力， 引导行人
非机动车规范有序通行。

长沙交警提示，12月24日、
25日期间， 长沙市区部分区域人
流、 车流量将显著增加， 五一商
圈、烈士公园、橘洲公园、岳麓山
景区、 世界之窗、 浏阳河婚庆公
园、 德思勤广场等商圈景区周边
道路可能出现交通拥堵。

为确保交通安全畅通， 根据
公安部统一部署，24日开始长沙
公安交警将启动最严交通秩序整
治，严查涉酒、涉毒驾驶、机动车
违停等交通违法行为。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凌玉霞

西广场提质改造
进入扫尾阶段

晚上8点， 记者在长沙火车
站西广场看到，火车站钟楼上的
火炬塔也修葺一新，颜色鲜艳夺
目。音乐喷泉灯光闪烁，喷泉水
柱伴着音乐舞动，景观灯照射出
璀璨的光芒在夜空中分外炫目，
吸引了众多旅客的目光，大家纷
纷拿出手机拍照。

“目前已完工95%，只剩下
安装玉兰华灯以及对南侧公交
站坪路面进行沥青改造了。”长
沙火车站西广场提质改造项目
负责人黄杰介绍说， 此次改造
分步行广场区、中心广场区、北
侧公交广场区以及南侧社会停
车区四个功能区进行，其中，步
行广场区主要进行地面铺装，
中心广场区改造包括火炬塔冲
洗刷漆、 车站主楼钟楼立面改
造、音乐喷泉升级改造等；北侧
公交广场区进行人车分流改
造， 南侧社会停车区引进智慧
停车收费系统，车位扩容至170
个。

长沙火车站自1977年建成
以来，先后经历多次提质改造。未
来，火车站广场将采用导视系统、
智慧公交站、 全场无线WIFI，并

实现广场亮化、地下管网改造、排
水系统优化等功能提升。

“五纵五横”道路
已完工七成

今年7月， 由长沙市城管执
法局牵头，各区启动“五纵五横”
道路空间品质提升工程，对城区
10条门户干道进行全要素提质。

其中，“五纵”为花侯路、车站
路—开福大道、芙蓉路、湘江路、
金星路—梅溪湖路—麓谷大道；
“五横” 为岳麓大道—三一大道、
五一大道—枫林路（含八一路、韭
菜园路）、湘府路、长沙大道、晚报
大道—营盘路—咸嘉湖路。

长沙市城管执法局工作人
员介绍，目前“五纵五横”门户干
道品质提升工程已完成总体工
作进度计划的70%。其中，岳麓
大道、车站路-开福大道、五一大
道-枫林路、韭菜园路、八一路、
长沙大道已基本完成提质改造，
其余各路段正加快推进绿化、立
面装饰、箱柜美化等工作，确保
春节前完成任务。街角花园建设
已完成16个，其余正开展场地清
理、苗木移栽种植等工作，预计
年前全面完成。
■记者 杨洁规 实习生 何日峰

本报12月23日讯 长沙市交
警支队今天发布通告， 滨江景观
道、 潭州大道等路段因施工将有
交通管制。

为确保长株潭城际轨道交通
西环线巡抚路站排水工程施工顺
利，从2020年12月27日零时起至
2021年3月26日24时止， 潭州大

道巡抚路口禁止机动车南往东右
转行驶。

因滨江景观道提质改造工程
施工，从今年12月27日零时起至
2021年2月8日24时止，滨江景观
道渔人码头至铬盐厂路段禁止
机动车南往北行驶。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凌玉霞

出行连线

潭州大道、滨江景观道两路段有交通管制

长沙火车站上“新”，旅客纷纷打卡
未来，火车站广场将建成智慧公交站，实现全场无线WIFI

12月21日至23日，长沙公安“2020·星城之剑”特巡警警务技能大比武活
动集结全市百余名特巡警尖兵，开展3000米越野跑、手枪基础及实用射击、警
械使用专项体能等比赛项目，还带来了“要人”警卫、反劫持人质处置、警犬及
无人机警务协同应用等精彩演练科目，现场画面燃爆（扫报眉二维码看现场视
频）。图为12月23日上午，反劫持人质科目演示现场（视频截图）。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段旖亮 马武泽 摄影报道 视频 王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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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般武艺”
沙场比拼

本报12月23日讯 记者从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获悉，12月
23日，长沙地铁6号线B部分PPP
项目轨道工程铺轨仪式在6号线
韶光站铺轨基地正式启动，标志
着长沙地铁6号线进入轨道施工
的新阶段， 为6号线2021年年底
试运行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长沙地铁6号线是长沙市首
条采用PPP模式建设的地铁项
目，将采用机铺法与散铺法结合
的方式，在象鼻窝站、麓谷体育
公园站、湘雅医院站、芙蓉区政

府站、水稻博物馆站、韶光站、龙
峰站、 木马塅站等8处铺轨基地
和7处散铺基地陆续展开铺轨施
工。

长沙地铁6号线轨道工程将
借鉴高铁建设的工艺， 在施工中
采用地铁铺轨测量最先进的
CPIII轨道控制网精测技术，全站
仪配合轨检小车， 对轨道静态几
何尺寸进行全面系统性测量、分
析和调整，把测量误差提高至0.1
毫米级，确保长沙轨道交通6号线
平稳舒适。 ■记者 周可

长沙地铁6号线正式启动铺轨

城建连线

本报12月23日讯 今日，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在中
信银行信用卡中心长沙分中
心举行“诉源治理工作站”揭
牌仪式。 工作站专门负责金
融纠纷尤其是信用卡纠纷的
诉源治理工作， 是我省目前
首家人民法院直接在金融机
构设立的诉源治理工作站。

芙蓉区人民法院立案庭
副庭长何平说， 芙蓉区内有
大量的省级金融机构， 而芙
蓉区人民法院每年涉及金融
类纠纷就达到50%至60%，案
多人少矛盾突出。 成立这个
诉源治理工作站， 目的是尽
可能将这些案件在源头消
化，更快地化解金融类纠纷。

金融机构向法院提起诉
讼时， 法院会先将这类案件
纳入诉前调解， 并在最高人
民法院的“人民法院调解平
台” 上登记， 指派律师或公
证等专业调解员前来处理
相关纠纷。 在调解方式上，
可以约双方当事人到工作
站面对面调解， 或者到法院
调解，也可以通过远程音视
频调解。 如果双方当事人达
成一致意见， 相关的调解协
议经法官确认后，会出具《民
事调解书》。 ■记者 杨昱
实习生 熊瑛 通讯员 钟建林

湖南第一家
诉源治理工作站
在银行“开张”

钟楼下的长沙火车站外墙粉刷一新，南北两侧售票厅和
邮政大楼进行了装饰，周边也铺上了新地砖。

12月23日，三湘都市报记者从长沙火车站西广场提质
改造项目部获悉，目前该项目已完工95%，进
入扫尾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