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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19日讯 （记者 陈永
刚 通讯员 易阳 赵娟）长沙地铁2
号线一期工程将于12月30日试运
行。今天，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
公司组织省会媒体， 提前探秘轨道
交通运营控制中心、 杜花路地铁站
等地，揭开长沙地铁的神秘面纱。

地铁“大脑”指挥5条
线路运营

在地下高速穿梭的地铁列车，
能够忙而不乱、有序运行，全靠有
个强大的“大脑”———位于火车南
站对面的轨道交通运营控制中心。

走进1600平方米的巨大圆弧
形控制中心，一块长15.8米、高2.6
米、总面积41.08平方米的大屏幕，
将地铁2号线的站点实景、 线路运
行、 机电设备情况等一一呈现，安
装调试人员密切注视着大屏幕上
的每个细节，随时向前方发布运行
控制指令。

长沙轨道公司负责人介绍，运
营控制中心主要有三大功能：负责
对全线所有列车、机电设备、供电
系统的运行进行集中监控、调度和
指挥； 对客流进行动态分析和预
测，实现轨道交通线网内的信息汇
集、处理、交换和转发；防灾应急指
挥，负责组织运营线路的抢修和救
援指挥工作。

控制中心项目建设经理邓海光
介绍，这个“大脑”中包含有信号系
统、火灾报警系统、屏蔽门系统、环
境与设备监控系统、闭路电视系统、
乘客信息系统、广播系统、车辆信息
管理系统等多个系统， 全线有超过
2000个摄像头监控各个角落，一旦
发生火警、盗抢、突发疾病等行为，
控制中心可以马上调取画面，2到3

分钟内就可以及时响应。
如果碰上节假日等交通高峰

期，“地铁大脑”可通过缩短列车
行车间隔、增开列车对数等，及时
输送乘客。 必要时还会采取限流、
部分车站出入口单向组织客流等
控制措施。

长沙地铁1、2、3、4、5号线运营
控制，全部由该运营控制中心集中
指挥。

站内引导标识醒目
金属材质的平顶、 浅蓝色的边

框、 透明的钢化玻璃外墙……在火
车南站西侧的杜花路旁， 一座充满
现代气息的地铁出入口格外引人注

目。目前，杜花路地铁站已经基本完
成公共区的装饰装修，达到“标配”。

顺着楼梯走入地下一层，即进
入站厅层，搭乘地铁的人们在这里
购票入闸。 再往下走入地下二层，
即进入站台层，人们将在这一层搭
乘地铁。 记者注意到，地铁站的装
修采用了简洁、美观、实用的整体
风格，明亮而整洁。 地面采用浅色
花岗岩材料，硬度高、易清洁；柱子
边缘处理成弧线，可以避免乘客上
下车时因拥挤造成伤害；天花板是
浅灰色细圆柱排列的镂空吊顶，大
气通透，有利于空调通风和其他设
备的散热与检修。 站台建设工程部
贾清博介绍， 站台内装有二氧化

碳、空气温湿度传感器等，人多时
可以自动加大排风力度， 目前，车
站公共区的装饰装修施工已经进
入扫尾阶段， 计划春节前基本完
成。

为了确保大客流、 高密度的乘
客群在不同的地铁线路间来回换乘
而不出现差错， 长沙规划建设的12
条地铁将由12种不同的颜色来标
识， 市民可以凭标识中的颜色快速
辨识线路。2号线的线路色是清澈安
静的冰蓝色， 车站标准出入口也按
照“一线一色”的原则标识，车站边
框轮廓、 顶板等主题色均以冰蓝色
为主要元素， 市民在地面看到出入
口的颜色就知道通往哪条地铁线。

本报记者 陈永刚

长沙地铁2号线一期工程即将
试运行，要坐地铁，买票是第一环
节。记者12月19日在杜花路地铁站
率先体会了一把买票乘车的感觉。

杜花路地铁站在两个入口处
各设有4个自动售票机， 目前仍处
于调试阶段。 在地铁工作人员引导
下，记者来到售票机前，这里显示
有各个线路、站点，要到哪一站，只

需轻点该站，就会自动显示到达该
站的票价。 选择完成后，根据价钱
投入纸币或者硬币即可完成付费。

“自动售票机可以识别5元、10
元、20元纸币以及1元硬币， 今后，
公交IC一卡通也可以购买地铁票。
投币后， 车票从售票机内弹出，机
器会自动找零，同票一齐掉下来。 ”

工作人员提示说，若要购买多张车
票，屏幕右边有该选项，点击屏幕
选择即可。 整个过程非常简单，只
花了10秒多钟，记者就买到了一张
去往橘子洲的车票。

完成购票，记者便随着引导员
去乘车。 他告诉记者，乘车环节也
很简单，只要将票在入口闸机前的

感应器前一刷，屏蔽遮挡就会自动
打开，即可快速通过。 由于是一人
一票，再刷的话就没反应了。 出站
时，将客票放入闸机，客票将被收
回，乘客便可出站。

长沙2号线目前不设人工售票
系统，但在每个站点的乘客服务中
心可以换硬币、问讯。 轨道公司负
责人表示，地铁开通时，会安排志
愿者现场讲解，指引大家使用自动
售票机。

本报12月19日讯 （记者 李国斌）
130多家国内外画廊、艺术机构、美术院
校及众多艺术家，云集长沙参与艺术的
盛会。 首届长沙（国际）艺术品博览会，
今天在省展览馆开幕， 共展出绘画、书
法、工艺品、陶瓷等当代艺术品3500件。

首届艺博会， 展区面积达1万平方
米。 西班牙、 韩国、 朝鲜和拉美等国
外以及台湾地区的知名艺术机构、 画
廊， 带来了油画、 国画等作品， 展现
出不同地域的艺术风貌。 国画大师黄
永玉、 齐白石、 黄宾虹、 陈白一、 黄

铁山， 及著名当代艺术家方力钧、 张
晓刚、 岳敏君、 毛焰、 王广义等人的
作品， 均在展会亮相， 吸引了众多观
众驻足观看。 谭国斌当代艺术博物馆、
杨福音艺术馆等省内专业艺术机构，
也展出了部分收藏作品。

据介绍，这是我省首次举办大规模
的艺术品博览会，旨在搭建艺术的展示
交流平台，推动湖湘文化走出去。 展会
期间，还将同步举办“红色之旅”书画艺
术作品展、 艺术品电子竞价会等活动。
展会为期4天，观众可免费参观。

本报12月19日讯 (段小兵) 12月
16日下午，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在北京
湖南大厦举行“共筑中国梦”经典作品
朗诵会。 一篇篇经典散文和诗词，经过
朗诵者声情并茂的艺术再创造，赢得了
观众的阵阵掌声。

10月中旬，省政府驻京办向湖南驻
京机构发出通知，开展“共筑中国梦”经
典作品朗诵活动。广大驻京机构干部职
工积极响应、热情参与，认真选题材、读
作品、排节目，层层发动，分四个片区进

行筛选。参与者当中，年龄最小的17岁、
最大的已年过八旬。

在朗诵会上，精选出来的《为人民
服务》、《我们的中国梦》、《井冈翠竹》、
《父亲》、《沁园春·长沙》、《人民万岁》、
《我爱韶山的红杜鹃》等20个节目，获得
满堂喝彩。

经典作品朗诵活动的开展，使我省
驻京单位新风扑面。大家在朗诵中受教
育、长知识、强素质，也在朗诵中缔结友
谊，培育团队精神。

长沙首条地铁12月30日试运行

记者体验买票乘车

12月19日， 长沙地铁2号线杜花路站自动检票闸机安装完成。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本报12月19日讯（通讯员 肖欣 记
者 彭雅惠）今天，省国土资源厅宣布下发
《规范国土资源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简
称《办法》），对非法占用土地、非法转让土
地、无证采矿、越界开采等违反国土资源
法律法规行为，修订了处罚基准。

行政处罚裁量权，是指国土资源行
政主管部门在实施行政处罚时，依据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章，遵循合法性和合
理性原则，对违法行为做出是否给予行
政处罚、给予何种行政处罚和何种幅度
行政处罚决定的权限。我省在此之前已
有实施两年的《湖南省国土资源厅规范
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试行）》。 在试行
中，国土资源厅发现所查处的国土资源
违法案件绝大部分涉及非法占用土地、
非法转让土地、无证采矿、越界开采等
违法行为，因此，围绕对上述行为的处
罚基准，进行了修订和重新发布。

新发布的《办法》，将非法转让农用
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纳入裁量范围；
根据各类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人民
生活水平、征地拆迁补偿标准等指标因
素，调整了第二、三类地区的处罚基准。
《办法》规定，在国土资源违法行为中，
涉及公益项目建设的以最低档次处罚；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占地面积符合法
律法规及有关规范性文件规定，且主动
配合、积极整改的，可以不予处罚；非法
开采造成安全隐患、破坏环境或有其他
严重情节的，从重处罚。

全省各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
（含法律、 法规授权的组织和依法受委
托行使国土资源行政处罚权的单位或
组织）， 在办理行政处罚案件和行使行
政处罚裁量权时均适用该《办法》。

规范国土资源行政处罚裁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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