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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8日讯 （记者 黄纯芳 通讯员
张旭） 经过前期一个多月的试用， 今天上
午， 长沙市交警支队驾考中心正式启用专
门用于驾考科目三 “监考” 的智能考试系
统———“路考仪”。

提高考试透明度，减少人为因素干扰

在长沙驾考中心考试现场， 记者注意
到 ， 使用 “路考仪 ” 的考试车辆考试时 ，
没有考官坐在副驾驶位置， 只有一名安全
员， 保证在紧急情况下采取安全措施。 考
生在车上的一举一动都由 “路考仪” 记录，
“路考仪” 会提前10至15秒告诉考生下一步
的操作。

“‘路考仪’ 的投入使用将最大限度地
减少考试中人为因素的干扰。” 长沙驾考中
心负责人介绍， “路考仪” 是一套集自动
控制、 卫星定位、 惯性导航、 数字化通信
技术于一体的综合性考试设备， 可完成科
目三考试中13个基本考试项目的评判工作，
实现监考工作由人工操作向计算机管理的
转变， 提高考试工作透明度。 同时， 统一
了考试标准， 对严把道路交通安全第一关
将起到重要作用。

参加考试的学员们称 ， “电子考官 ”
监考， 他们没有那么大的心理压力， 不会
那么紧张， 只要在驾校认真练习， 基本上
都能过。

每天多考近400人，缓解驾考积压

据了解， 长沙的驾考热一度出现 “井

喷” 势头， 目前科目三考试量每月达4万余
人次， 日均1200人次左右。 长沙驾考中心
已有30台考试车辆安装了 “路考仪”。 “路
考仪” 的使用， 将有效缓解驾考积压现象。

“为增加每日考试量， 缓解考生积压，
驾管科的40多名考试员每天都要加班加点，
双休日也不休息， 但还是无法满足目前驾
考的需要。” 驾考中心的赵险峰民警介绍，
安装电子路考仪的考试车辆一天能增考近
400人， 由原来每天考1200人增至1600人。

记者了解到， “路考仪” 的使用 ， 不
会另行收费， 不会增加驾校和考生的经济
负担。

人工评判不会被淘汰

“在使用 ‘路考仪’ 的同时， 考试员
人工评判也将同时进行。” 赵险峰说， 在公
安部关于科目三考试的评判标准中， 有部
分评判内容是考核驾驶员的观察 、 判断 、

处理能力， 这无法由计算机自动实现， 仍
需要由人工进行。

对于这部分考试内容， 驾考中心会安
排考官在监控室内通过监控设备， 对学员
的一举一动进行评判。 例如， “上车准备”
考试项目中 “不绕车一周检查车辆外观及
安全状况， 不合格； 打开车门前不观察后
方交通情况， 不合格”。 因此， 车载评判系
统被设计为计算机评判与人工评判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 其中， 人工评判所占比重为
20%至30%。

“‘路考仪’使用后，考生若对考试成绩
有异议，可以调取相关录像进行回放，保证
了驾考结果的客观、公正。”赵险峰说。

【相关链接】

“路考仪”考试流程
1、 考生将自己的相关材料拿到门禁系

统前接受资料审核， 签到并照相。 照片保
存入库之后， 电脑会随机分配考试车辆。

2、 考生上车坐上驾驶员位置后， 车内
配置的电脑提示屏会显示车号、 姓名、 证
件以及状态等相关信息。

3、 坐在副驾驶位置的所属驾校安全
员， 通过触摸屏进行考试的相关操作。 同
时， 考试中心监控室内的工作人员会通过
视频监控系统全程观察和监督考试。

4、 考生根据考试车内音箱播放的语音
提示进行对应操作。

5、 考生完成考试后， 监控中心的计算
机系统立刻会广播考生成绩， 合格考生需
回到驾考中心签字确认。

“电子考官”上岗
长沙驾考中心启用“路考仪” 本报3月28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黄量平）

今年“地球一小时”全球熄灯接力活动，将在3月31
日晚8时30分至9时30分举行。记者今天从省环保社
团联合会获悉，该会正在组织一场“绿歌”音乐会，
届时将在位于长沙市芙蓉南路的友阿·奥特莱斯购
物主题公园上演，通过绿色环保歌曲、环保服装秀、
环保图片展等手段， 呼吁广大市民为地球熄灯1小
时。

“地球1小时”活动是世界自然基金会在2007年
向全球发出的一项倡议，呼吁个人、社区、企业和政
府在每年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熄灯1小时，以此激
发人们对保护地球的责任感，以及对气候变化等环
境问题的思考，表达对全球共同抵御气候变暖行动
的支持。

去年， 全球共有134个国家和地区展开熄灯接
力，包括长沙在内，中国有86个城市参加“地球一小
时”活动。

据称，全球如果有1亿家庭关灯一个小时，就将
减少55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

为地球熄灯1小时
3月31日晚8时30分至9时30分进行

本报记者 陈惠芳 左丹
通讯员 贺智慧

11天拆除 “猫道 ”，不到3个月完成1100
多米的钢桁梁架设， 刷新世界纪录……3月
31日 ， 世界最大跨峡谷悬索桥———湘西矮
寨特大悬索桥将正式通车 。 这座集多项创
新为一体的 “天桥”， 在湘西这块神秘土地
上创下了令人惊叹的 “矮寨速度”。

3月24日， 矮寨大桥通车前夕， 记者驱
车来到湘西矮寨 ， 采访了吉茶高速矮寨特
大桥建设者———矮寨大桥项目部负责人 。
他告诉记者 ， “矮寨速度 ” 得益于科技创
新。 这就是由中国自主研发 、 在国际桥梁
界极具分量的原创型科技成果———“轨索滑
移法” 钢桁梁架设工艺。

矮寨大桥建设面临多道世界级难题 。
该桥跨越矮寨大峡谷 ， 山峦起伏 ， 地质复
杂。 桥面距峡谷底部高度达355米， 其主跨
达1176米， 居世界同类桥第一， 主桥设8‰
的单项纵坡、 设2%的横坡。 更为惊险的是，
桥下是长达6公里的矮寨盘山公路。 这条公

路修筑在水平距离不足100米、 垂直高度440
米、 坡度为70至90度的单一坡面上， 迂回转
折13道急弯， 被誉为中国公路奇观。

“最难是钢桁梁架设， 按常规方法， 一
是桥面吊机法 ， 即把主梁架设通过水路运
输至桥位 ， 再采用大型设备垂直提升的方
式实现 ‘加劲梁 ’ 的逐段拼装架设 。 但矮
寨特大悬索桥下为大峡谷， 无水路可利用，
且沟底距离桥面高差达 355米 ， 垂直起吊
‘加劲梁’ 的方案难以实施。 二是从桥梁两
端向中间逐段拼装架设 ， 即在空中对 ‘加
劲梁 ’ 杆件逐件拼装 ， 如螳螂一样 ， 拼好
一件 ， 接着再取一件 。 然而 ， 在如此高的
空中作业 ， 即使掉下一颗螺丝钉 ， 都可能
致命。” 施工单位负责人介绍。

经过反复论证和多次实验 ， 我省桥梁
专家创造性地提出了 “轨索滑移法 ” 的加
劲梁架设方案 ， 即利用大桥永久吊索在其
下端安装临时吊鞍 ， 然后在临时吊鞍上安
装水平轨索 ， 再将水平轨索张紧作为 “加
劲梁 ” 的运梁轨道 ， 实现由桥中间往两端
拼装大桥的钢桁 “加劲梁”。

“这一技术创新 ， 不仅比常规的方法
节约了4000吨钢材 ， 还大大提高了施工进
度， 使跨径1100多米的悬索桥钢桁梁架设，
从原来需要1年多时间， 缩短到不到3个月。
不仅如此 ， 因其加劲梁各杆件都在岸上拼
好 ， 大大减少空中作业 ， 使建设质量大大
提高 。 整个施工过程中 ， 我们没有用磁力
钻 ， 没有扩一个孔 。 这在以前是不敢想象
的。” 这位负责人说。

如今， 历时3年多的紧张建设， 此刻的
矮寨特大悬索桥 ， 宛若一件艺术珍品般呈
现在我们面前 。 1100多米长的橘红色钢桁
梁 ， 如彩虹飞渡 ， 横跨绿野深谷 ， 璀璨夺
目； 入夜， 1700多套投光灯， 192套索缆灯
将大桥装扮得瑰丽梦幻 ， 如诗如画 。 从矮
寨盘山公路上仰望 ， 从青翠的山顶俯瞰 ，
在宽阔的桥面上察看 ， 在大桥腹部的观景
通道里品味 ， 记者收获了不同的感悟 。 这
就是科技创新与艰苦奋斗的合力铸造的大
手笔啊！

矮寨公路还在盘旋， 是悠扬的手风琴。
矮寨大桥已经飞越， 是横吹的魔笛。

本报3月28日讯 （记者 黄纯芳 通讯员 肖强）
长沙县交警大队今天通过本报提醒， 收到2012年宣
传酒驾危害有奖明信片的市民， 请仔细核对手中
的明信片编码， 莫让这枚罕见的珍贵邮票失之交
臂。

为宣传酒驾危害 ， 长沙县交警大队委托该县
邮政局制作发行了3万枚有奖明信片。 这批明信片
近期诞生了一名特等奖， 奖品是由国家邮政局1980
年发行的首轮生肖金猴纪念邮票一枚， 明信片编
码为： N23组-2012-765166。 目前该枚邮票市场价
值已接近2万元， 但迟迟不见获奖者前来领取。 长
沙县交警提示， 兑奖截止日为2012年4月30日。

“恒天九五”发布
系列全球首创产品
现场获近6000万元订单

本报3月28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
员 莫湘雄）今天，位于长沙经开区的恒
天九五重工有限公司内， 在一个可以自
行起架、液压驱动、履带行走的桩架上，
通过两节可伸缩的主杆调节高度， 操作
人员快捷地完成了长螺旋钻机、 旋挖钻
机、螺杆钻机以及液压锤、柴油锤等多种
不同作业装置的替换。 这让现场来自全
国施工领域的500多名用户啧啧称赞。

此次恒天九五重工发布了一系列工
程机械新产品，包括多功能电旋挖钻机、
全球最大吨位的1200吨静力压桩机，以
及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自支
撑打桩机。“这几项新产品填补了国内乃
至全球桩基施工领域的空白， 可以说是
全球首创。”恒天九五重工有限公司总经
理李新桥称。

据介绍， 多功能旋挖钻机的创造灵
感来自于苹果手机， 即在一个开放的平
台上， 可以方便快捷地兼顾多个桩基作
业装置的操作， 为桩基施工提供全套解
决方案。 这款最新研发的多功能电旋挖
钻机，一机多用，如针对某些长螺旋难以
胜任、 旋挖机又大材小用的工程都十分
适用；动力为电机，维护成本低，高效低
耗。测算显示，在同等性能指标情况下，
与柴油动力旋挖钻机相比， 相同工况下
可节省一半以上的费用。

新一代自支撑打桩机是恒天九五的
原创性专利产品，可用于斜坡、水面、沼
泽、 淤泥、 凹凸不平等复杂工作面的打
桩，能解决河堤斜坡、软土堤等特殊工况
上的施工难题。这些新型桩基施工设备，
获得在场许多用户的青睐。来自江苏、广
西、云南、东北等地的用户当场订购了产
品 。 今天恒天九五重工一举收获了近
6000万元的订单。

本报 3月 28日讯 （记者 黄纯芳
通讯员 孔奕） 今天下午，长沙市公安局
召开新闻通报会， 通报了该局近期破获
的梁立辉系列跨省流窜抢劫案情况。

2011年12月1日 ， 长沙市雨花区机
电市场 “顺 7”商务宾馆发生一起入室
抢劫案 ，一青年男子手持疑似 “仿真手
枪 ”， 从该宾馆服务台抢走现金600元
后逃离 ；2012年1月1日 ，长沙市雨花区
红星 、井湾子等地又连发3起同一青年
男子抢劫中小宾馆服务台案件 。 就在
长沙警方成立专案组全力破案之时 ，
长沙市芙蓉区等地又连续发生多起入
室抢劫案 ，作案手法 、侵犯对象与雨花
区发生的系列抢劫案惊人相似。

专案组民警反复进行侦查分析和现
场勘验 ，确认长沙 、株洲等地的单人系
列入室抢劫案中的28起案件系同一人所
为， 并确认了该系列案犯罪嫌疑人为男
性，20岁左右。据此，专案组成功锁定犯
罪嫌疑人梁立辉行踪，并于3月27日16时
在广东中山市一洗浴城内将其抓获，现
场查获匕首一把、假发一顶。

警方查明，21岁的梁立辉是广西壮
族自治区平南县平山镇人。2011年11月
至今的5个多月里，他窜至长沙、株洲、湘
潭等地抢劫宾馆、酒店、超市收银台40余
次， 盗窃作案1次， 涉案金额累计6万余
元 。警方查实 ，嫌疑人作案时所持疑似
“仿真手枪”原来是手枪式打火机。每次
作案后，梁立辉就逃往广东将所得钱财
挥霍一空 。目前 ，该案仍在进一步深挖
中。

“猴票”市值近2万元
长沙县交警急寻明信片大奖得主

路桥湘军创造“矮寨速度”
———矮寨特大桥建设专家畅谈“科技创新”

� � � � “湖南精神”征集提炼活动领导小组决定，
自即日起，对“10选1”后经再次整合打磨提炼出
的4条表述语开展“4选1”公众投票活动，欢迎省
内外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加。 现将具体事宜公
告如下：

一、4条候选表述语
1.心忧天下 厚德致远
脚踏实地 敢为人先

2.赤诚 坚韧 务实 创新
3.爱国奉献 尚德重智
勤劳务实 创新图强

4.重大义 勇担当
敢争先 乐奉献

二、活动起止时间
3月21日上午10时至4月8日上午10时。
三、投票方式
采取语音电话、手机短信、网络三种方式。
1、语音电话投票方式：固定电话、移动电话

均可拨打118168，即进入“湖南精神”表述语“4
选1”投票平台，按照语音提示输入所选中的某
条表述语编号即完成（“1-4”中任选一号，多选
无效）。省外用户在118168前加拨“0731”区号 。

2、手机短信投票方式：省内移动、联通、电
信手机用户可选择认可的某条表述语编号（“1-
4”中任选一号，多选无效），发送到1062899888。

3、网络投票方式：
（1）互联网用户可登录到下列网站的“湖南

精神”表述语投票平台参与投票：
红网：http://hnjs.rednet.cn；
华声在线：http://hnjs.voc.com.cn；
金鹰网：http://hnjs.hunantv.com；
星辰在线：http://hnjs.changsha.cn。
（2）红星网投票方式 ：湖南省基层党员干

部 、 大学生村官等可登录湖南红星网 （http://
www.hnredstar.gov.cn/）进行投票。

“湖南精神”征集提炼活动
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2年3月21日

“湖南精神”表述语
“4选1”公众投票活动公告

长沙破获一起
跨省流窜抢劫案

3月28日， 吉茶高速矮寨大桥， 湖南路桥公司施工人员在加紧安装护栏等设施， 做最后的扫尾工作。 该大桥将于本月31日通车。 届
时， 湖南通往重庆的高速公路将全线贯通。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3月28日， 学员在安装了 “路考仪” 的车上考试。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本报3月28日讯（记者 陈永刚）长沙市政
府将设立环卫职工因公伤亡救助资金， 尽可
能补偿环卫职工因公伤亡事故造成的伤害和
损失。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政府办公厅了解到
，《长沙市环卫职工因公伤亡救助资金管理办
法》已经出台，将于4月20日起施行。

长沙市环卫职工因公伤亡救助资金由长
沙市财政局和市城管执法局设立 “双控”账
户，实行专户管理，专账核算。

救助资金是指用于长沙市城区环卫局

（中心）、 各环卫作业单位从事环卫作业的环
卫一线职工（包括道路清洁工、垃圾站和公厕
清洁工、渣土现场监管员，道路、垃圾站和公
厕一线管理员及洒水车、机扫车、垃圾运输车
驾驶员等，以下统称环卫职工）因公死亡、致
残、重伤的一次性救助资金。

对于已享受相关医疗、 工伤保险等补偿
的环卫职工，享受该项救助时，应相应扣除其
已享受的相关医疗、工伤保险等补助金额。

据了解，长沙市财政局将每年拨付200万

元，用于环卫职工因公死亡、残疾、重伤救助；
救助资金实行专款专用， 不得从中提取管理
费。当年未使用完的部分结转下年使用。

因公死亡职工家属可申请8万元救助金。因
公致残者， 十级伤残可申请0.5万元救助金；伤
残程度每提高一级， 救助金标准提高0.5万元，
最高不超过5万元。长沙市财政局根据市环卫职
工因公伤亡救助资金领导小组批复， 将救助金
直接发放到被救助职工本人或其法定继承人
的银行账户。

严禁医保卡买日用品
长沙出台医保管理试行办法
本报3月28日讯 （记者 陈永刚）“医保卡变现，

死钱变活钱。”这样的小广告您可能在医院、药店经
常看到。3月27日，长沙市政府公布了《长沙市基本
医疗保险监督管理试行办法》， 禁止医保卡非法变
现。

记者今天在长沙市紫薇路一家药店看到，林立
的货架上摆满了食品、化妆品甚至洗衣液等日常生
活用品，顾客随意选取。记者选择了牙膏、香皂、卷
筒纸等，到柜台用医保卡很顺利地结了账。

按照 《长沙市基本医疗保险监督管理试行办
法》 的规定， 这样的行为是严格禁止的。 《办法》
规定， 协议零售药店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有下列行
为： 采用串换药品、 以药易物等手段， 直接或变
相销售营养保健品、 化妆品、 生活用品、 医疗器
械； 采用划卡后退付现金等手段套取医疗保险金，
或为非定点医疗机构、 协议零售药店提供医疗保
险卡刷卡业务。

《办法》规定，协议零售药店采用划卡后退付现
金等手段套取医疗保险金， 或为非定点医疗机构、
协议零售药店提供医疗保险卡刷卡业务，将可能中
止或解除医疗服务协议，还可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
倍以下的罚款。定点医疗机构以及协议零售药店工
作人员参与骗保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处分；有执业资格的，由其主
管部门依法吊销执业资格。

据悉， 长沙市将成立专家和社会各界代表等
组成的医疗保险监督委员会， 定期对医疗保险经
办机构履行职责情况， 以及定点医疗机构和协议
零售药店的医疗服务行为和医疗服务质量进行考
核， 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布。

长沙设立环卫职工因公伤亡救助资金
因公伤亡最高可获8万元救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