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地铁调整全线网运行图
坐地铁出行更快捷

三湘都市报曾多次报
道长沙智慧通勤公交，今
年4月7日开始免费试乘体
验， 目前已有3000多人次
体验乘坐智慧通勤公交上
下班。

由于智慧通勤公交具
备“信号路口优先通行”、
“预约出行”和“准点准时”
三大优势， 经统计试乘数
据， 较私家车按地图推荐
线路的通勤时间平均节省
约27.5%， 较相似线路、同
时段普通公交车通勤时间
平均节省约30.7%，可以有
效避免等车困难、 堵车迟
到等情况， 得到了试乘乘
客们的一致好评。 据抽样
统计，约有24.7%的乘客由
开车通勤转变为乘坐智慧
通勤公交通勤。

在免费试乘体验期
间，早、晚高峰东、西线仅
发车一趟，运力有限，可选
上车时间少， 试乘乘客要
求增加车次的反映强烈。
经长沙公安交警的进一步
努力， 长沙市交通局正式

审批通过了新增线路的申
请： 智慧通勤公交东线起
点为玉兰路南园路口站
（达美D6小区西北门），经
停6对站点；西线起点为梅
溪湖街道办事处站（嘉顺
苑西北门）， 经停10对站
点， 终点均为信息产业园
站。途经好莱城、金茂悦、
浪琴湾和锦绣家园等多个
小区，麓谷企业广场、麓谷
信息港、 中电软件园和芯
城科技园等多个园区，东
线更是可以无缝接驳地铁
2号线梅溪湖东地铁站。

据了解，长沙公交集
团与长沙公安交警共同
决定在今天正式进入试
运营，每条线按固定时间
发车，早、晚高峰期间增
发至两趟并增发返程趟，
全天共发车28趟。市民可
通过投币、刷公交卡或扫
二维码的方式正常上车；
进入正式运营后， 早、晚
高峰期每条线还将增发
至四趟，并启用预约购票
小程序。

本报5月17日讯 今日起，长沙
地铁调整全线网运行图， 进一步缩
短行车间隔、增开上线列车，提升早
晚高峰运能。

三湘都市报记者从长沙地铁了
解到，今年以来，长沙地铁线网客运
量不断增长， 此次长沙地铁全线网
运行图调整是长沙地铁自开通以来
第17次扩能提速。 地铁1、2号线将
通过提高旅行速度缩短行车间隔，
3、4、5号线则通过在工作日及周末
高峰期间增加列车上线的方式，缩
短行车间隔，提升运输能力。

调整后，地铁1号线工作日最小
行车间隔由5分01秒缩短至4分54
秒； 周末最小行车间隔由5分37秒
缩短至5分28秒。2号线工作日最小
行车间隔由3分53秒缩短至3分47
秒； 周末最小行车间隔由4分11秒
缩短至4分05秒。

地铁3号线工作日早、晚高峰增
加1列车上线， 最小行车间隔由6分
48秒缩短至6分29秒； 周末高峰期
增加1列车上线，行车间隔由6分48
秒缩短至6分29秒。

地铁4号线工作日早高峰增加2
列车上线， 最小行车间隔由5分59秒
缩短至5分28秒，晚高峰增加1列车上
线， 行车间隔由5分59秒缩短至5分
43秒；周末高峰期增加1列车上线，行
车间隔由5分59秒缩短至5分43秒。

地铁5号线工作日早、晚高峰增
加1列车上线， 最小行车间隔由6分
46秒缩短至6分17秒； 周末高峰期
增加1列车上线，行车间隔由6分46
秒缩短至6分17秒。

长沙地铁提醒广大乘客， 新版
运行图上线后， 全线网首班车发车
时间会有所调整，请广大乘客留意。

■记者 周可

本报5月17日讯 家住长
沙市开福区月湖小区的刘先生
近日发现， 小区附近马栏山公
园的围挡已全部拆除， 傍晚及
周末也有市民在公园内散步休
闲。今日，记者从长沙城发集团
获悉，马栏山公园基本完工，目
前已面向市民开放。

配有220个社会停车位

马栏山公园地处马栏山视
频文创产业园核心区中轴，为
三一大道南辅道、 公园景观西
道、东二环、滨河路、鸭子铺西
路、公园景观东道合围区域，配
有220个社会停车位，总用地面
积为24万平方米， 自北向南呈
带状分布，像一条“绿丝带”。

开放式公园如何有效分离
人流与车流， 为市民提供安全
的休闲空间， 是建设时需重点
考虑的问题。在马栏山公园内，
5座人行景观桥将公园各区域
联系成一个整体， 同时园内全
长3.143公里的东西景观道与
各条市政道路有效互通， 市民
可以从任一道路进入园区内，
并在相对独立、 安全的情况下
漫步园内各个区域。

站在马栏山公园的人行景
观桥上放眼望去， 视线内范围
最大的便是一片接一片的绿草
地。据了解，马栏山公园内草坪
面积约占总面积的一半， 达12
万余平方米。 为打造更好的景
观效果， 公园内采用了两个生
长期不同、 具备一定耐踩踏能
力的草皮品种，即使是冬季，市
民也能在园内看到绿草如茵的
景象。

“公园整体按照‘一桥一
景、一处一景、四季有景’的理
念布局植物景观。”城发集团水
利投公司项目负责人柳卫良介
绍道， 马栏山公园内种植有栾
树、无患子、三角枫、香樟、海
棠、桂花等多种季节性植物，根
据不同功能分区要求进行配
置， 同时该区域附近的人行景
观桥主题颜色也与附近植物色
彩相呼应，增添公园观赏性。

公园可作为应急行洪通道

不止是美观， 马栏山公园
也很“实用”。柳卫良介绍，考虑
到马栏山公园的标高低于园区
内平均标高， 马栏山公园融入
了“雨水花园”的设计理念，当
遭遇特大洪水时， 公园可作为
应急行洪通道。 即使是非特大
洪水时期，“雨水花园” 的设计
也可以收集地面雨水， 经调蓄
池过滤沉淀后再行排入雨水管
网， 后期还可考虑将回收的雨
水用作景观养护用水， 践行环
保理念。

在马栏山公园内， 还有6
座与马栏山文创特色相契合的
现代主题雕塑，分别是“芒果缤
纷”“像素空间”“中国V谷”“云
雨”“黑白电视机”“机形”。其中
最高也最具象征性的便是位于
庆典广场的“中国V谷” 主雕
塑。“中国V谷” 使用钢结构材
质，由2万余个零部件组成，高
29.8米， 质量接近60吨。 目前
“中国V谷” 正进行最后的清
洗、收尾工作，施工完成后将成
为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内的
地标建筑。 ■记者 周可

不堵不绕，坐智慧公交上班比开车还快
长沙智慧通勤公交试运营，全天发车28趟 正式运营还将增发，同时启用预约购票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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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子铺上的“绿丝带”

马栏山公园
已向市民开放

本报5月17日讯 不担心堵车，不用
绕远路， 家门口就能乘坐公交到公司，
还准点到达，已经免费试乘一段时间的
长沙智慧通勤公交让梅溪湖片区的长
沙市民赞不绝口。今天，智慧通勤公交
由试运行改为试运营了， 全天发车28
趟，今后还将进一步增加，快来看看哪
一趟你最方便。

智慧通勤公交今起试运营

记者了解到，今年来，
长沙公安交警与市规勘
院、 腾讯等单位合作，结
合交通管理实际情况，通
过精准交通大数据OD分
析（交通起止点分析），剖
析出梅溪湖片区至高新
区园区上下班通勤难、停
车难的痛点问题。长沙公
安交警运用自主研发的
智能网联主动式信号优
先技术和在打造“湖南
（长沙）车联网先导区”中
积累的先进经验，与多家
单位在梅溪湖片区至高
新区园区间， 为沿线1万
余名有前往高新区园区
上下班通勤需求的市民
量身定制了两条智慧通
勤公交专线，用精准的公
共交通方式减少私家车
流量，加大公交出行分摊
率， 缓解高峰交通拥堵，
切实提升出行便利度。

长沙公安交警通过建
设沿线26个路口的智能信

号机， 与路侧单元完成了
对接， 同步开发了优先通
行算法， 实现了智慧通勤
公交的优先通行功能，即
智慧定制公交经过信号灯
路口时， 交通信号灯自动
优先放行，实现全线绿灯；
完成了沿线交通优化，26
个路口增设公交专用导向
车道， 公交车不用再排长
队等待转向； 协调湘江新
区、 高新区开展沿线提质
改造， 增设占用公交专用
道抓拍功能的电子警察，
充分保障公交车早晚高峰
通行路权。

长沙公安交警将持续
收集需求，优化通行能力，
持续为市民提供优质服
务， 真正让智能网联技术
更好的落地应用、 服务市
民， 同时也呼吁市民朋友
们尽可能公交出行， 减少
交通密集区域或早晚高峰
期私家车出行。

■记者 虢灿

专用车道转向确保“公交优先”

马栏山公园内草坪面积达12万余平方米，约占公园总面积的一半。 顾荣 摄“中国V谷”雕塑高29.8米，将成为
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的地标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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