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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永刚

9月22日是第8个全国“城市无车日”，长沙作
为最早参与该活动的国内城市之一， 再一次积极
投身其中， 在全市推行了双号限行的临时交通管
制。 记者当天走访部分市民，不少人提出：积极支
持无车日活动，希望公共交通系统能更方便，尽快
投放公共自行车，解决好“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难
题。

城内出行汽车不排长队
22日一早， 在河西某公司上班的市民刘晓宇

将自己“湘AV**82”的小车停在了小区车库，改乘
公交车上班。

“多花了20多分钟，但为了环保，这一点不方
便可以接受。 ”刘晓宇笑着对记者说。

根据长沙市交警部门规定， 当天6时到18时，
在城区中心部分路段只允许公交车、 客运出租车
及车辆牌照号码尾数为单数的小汽车通行。 记者
注意到，不少市民自觉遵守规定，在相关区域，小
汽车比往常少了很多。 在早晚高峰时段，平日车流
量大的五一大道、芙蓉路、韶山路等路段，多了一
份从容和有序。 上午8时许，记者乘车在年嘉湖隧
道一路畅行，5分钟就顺利过了隧道； 而以往此时
段，隧道里至少要排队10多分钟。

记者从长沙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 为了保障
市民出行顺畅，该局全力做好公共交通服务。 在早
高峰7时至9时，晚高峰17时至19时，加密了管制区

内公交线路的发车密度，增加运力，疏运乘客。 同
时，7000多台出租车也全部上路营运，并通过GPS
终端， 适当引导出租车尽量往管制区域及周边营
运，确保市民出行。

长沙理工大学交通学院张克波教授认为，“无
车日” 活动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交通的供
需矛盾，但可以向市民们传达一种绿色、低碳出行
的环保理念，长期坚持下去肯定会看到效果。

公共自行车
最快年底接驳车站与家

市民李女士家离地铁口不远， 可以乘地铁上
班让同事羡慕不已。 只是，从家门口到地铁站，看
似不长的一段路，也要走上20几分钟。可见,从家门
口到地铁口的“最后一公里” 要解决仍要一段时
日。

记者调查得知， 长沙地铁2号线试运营以来，
每天乘客近20万人次，极大地方便了市民出行。 然
而，除小部分市民住在地铁口附近外，多数市民的
家门口距离地铁站超过3公里，按照正常的步行速
度，每天来回要走上1个多小时。 不少市民表示，长
沙地铁开通带来方便， 但如果在地铁站附近能有
接驳工具， 让他们坐完地铁后不用走太多路就更
好了。

除了地铁， 乘坐公交车出行同样面临这一难
题。 毕竟，就住在公交站旁的市民是一小部分，大
部分市民下了公交车还是需要走路回家。 记者当
天采访一些乘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的小车车主，他

们也都表示：希望回家的“最后一公里”能更方便。
据了解，在北京、深圳等城市，公共自行车租

赁系统成为了连接地铁口、公交站到家门口“最后
一公里”的利器。 我省也有株洲、常德、浏阳等城市
实行了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

9月21日， 长沙市住建委主任范焱斌透露，长
沙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最快于年底在岳麓区范围
内试点。 范焱斌介绍，试点区域已划定，南边到湖
南师范大学，北边到含光路，东侧到潇湘大道，西
侧到西二环，面积约为16平方公里。 这个区域内共
设置200个自行车租赁点， 同时投放4000辆自行
车。 租赁点主要设在社区、商场、医院等人流密集
场所， 地铁站、 公交站等地也将布置自行车租赁
点，市民凭卡可以在任何一个点随时借车和还车。
此举最大的好处就是倡导交通绿色出行， 解决市
民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长沙市政府研究室相关负责人表示， 从长沙
市城市规模、交通状况、出行结构等来看，长沙发
展公共自行车租赁主要面临3个方面的困难。 一是
资金投入方面。二是用地保障方面。 从长沙目前的
交通状况看， 要在城区布局建设成百上千个公共
自行车租赁站点， 所需公共用地保障有一定的困
难。 三是路网建设方面。 推行公共自行车租赁，应
规划建设自行车专用车道（路），就必须对长沙现
有的道路进行规划改造，以充分保障自行车路权。

范焱斌表示， 将强化对公共自行车租赁运营
公司的监管，真正做到与公共交通“无缝对接”，方
便广大市民“最后一公里”的出行。

本报9月22日讯 （记者 王曦） 今天是第8
个中国城市无车日， 中午12时20分， 家住长沙
贺龙体育馆附近的张先生伸手拦下一辆出租车，
不到10分钟， 就到达了烈士公园南门附近。
“要是往常这个时候， 怎么也得20分钟， 这才
是理想的城市交通啊。” 张先生感叹道。

自2007年以来， 全国承诺参加无车日活动
的城市已达154个， 无车日活动的影响逐年增
强。 今年活动主题为“我们的街道， 我们的选
择”。 重点关注交通对城市生活质量的影响， 鼓
励重新分配和设计街道及公共空间， 促进多种
交通方式在道路空间分配上的平衡。

据了解， 至2014年9月20日， 长沙机动车拥
有量为1746075台， 城区小车拥有量为824682台
(蓝牌)。 记者从长沙市交警支队获悉， 从早晨6时
开始， 该市35个交通分流点民警全部到位， 对限
行车辆进行纠正劝导， 至8时10分， 正值早高峰时
段， 城区二桥东西双向、 芙蓉路新姚路口南往北、
识字岭至长信路口北往南、 韶山路香樟路至林科
大南往北、 五一路五一广场至蔡锷路口西往东交
通压力较大。 此外， 作为进出城通道的三一大道
广电路段西往东、 麦德龙至车站路口东往西， 以
及劳动路新城新世界东西双向和浦沅至桔园西往
东交通也遭受阻力。 在交警全力疏导下， 至9时05
分， 长沙城区除杨家山至高桥汽配城北往南路段
外， 其他道路全部恢复畅通。 同时， 根据交通监
控情况发现， 大多数车主主动配合管理， 路面交
通良好。 为此， 从中午12时开始， 交警视情况逐
步放开管控勤务， 至18时全面恢复正常交通。

下午17时， 记者来到五一广场路段， 现场车
辆有条不紊依序通过， 红灯停， 绿灯行， 与以往
晚高峰时段互相超车的乱象相比， 显出一种悠闲
从容的态度。 随后， 记者来到长沙市交警支队指
挥中心， 在这里的监控视频中看到， 以往此时必
堵的杨家山立交桥一路畅通无阻， 车水马龙却又
井然有序。 此时该支队处罚教育科副科长肖强正
在统计数据： 无车日当天6时到16时城区发生交
通拥堵报警25起， 比上周一同时间46起下降46%；
全市共查处不服从交警“无车日” 管控指挥、 违
反禁令通行的交通违法行为仅12起。

本报9月22日讯（记者 张尚武 通讯
员 刘登魁）东北粳米以食味好广受消费者
欢迎，但多年来在我省难觅踪迹。记者今天
从省农委获悉，我省引进粳稻新品种在23
个县（市）试种成功，有望大面积推广。

“粳稻穗粗粒多，一穗达500多粒，亩
产600公斤已无悬念。 ”在浏阳市永安镇
坪头村的百亩粳稻示范片， 记者看到新
引进的“春优84”长势喜人，省农技推广
总站专家称，推广粳稻，有利于调优我省
粮食结构，增加农民收入。

作为杂交水稻的故乡，近30年来，湖
南一直是杂交籼稻“当家”。 据省农委专

家介绍， 上世纪60-80年代， 湖南有近
100个粳稻品种用于生产，主推品种晚稻
粳稻“农垦58”在湖南累计种植5000万亩
以上。

按照《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长
江中下游双季稻区启动“早籼晚粳”示
范。 去年，省农技推广总站引进7个粳稻
品种，在省内不同生态区试种，个个表现
良好。 今年该站从江苏、浙江、重庆、云南
等省市，引进中稻及双晚粳稻品种41个，
在全省23个县（市）开展试种、示范，有10
多个品种表现出抗病虫、耐低温、高产稳
产的良好性状。 据专家现场理论测产，龙

山、石门的“甬优5550”示范片，亩产可达
750公斤左右。 在今年长期低温冷害的情
况下，粳稻品种的优异表现，展示了我省
粳稻示范取得成功。

从国内大米市场来看， 粳米批发均
价普遍比籼米批发均价高出15%左右；而
按国家最低保护收购价， 粳稻比籼稻每
50公斤高出15元至20元。

省农委党组成员、 总农艺师刘年喜
要求， 我省农技推广部门要联合科研单
位，加大品种筛选力度，深入开展粳稻高
产特性、高产集成技术、高效种植模式研
究与示范推广。

本报9月22日讯（记者 尹超 通讯员 易善
任 朱德胜）今天，秋阳似火。上午10时开始，在
桑植县芙蓉桥、洪家关、刘家坪等6个白族乡，
身着白族服饰的乡亲，载歌载舞，热烈欢庆白
族乡在该县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得到了国家
民委、省民委的重视与现场指导。 作为白族祖
居地,云南大理州州长何华带队前来祝贺。

700多年前， 桑植的白族始祖谷均万、王
朋凯、钟千一等人落户芙蓉桥、马合口等地，开
始在澧水之源繁衍生息。 如今，全县白族人口
达13万余人，成为仅次于云南大理的全国第二
大白族聚居区。 1984年，该县先后成立了芙蓉
桥等7个白族乡， 从此翻开了桑植白族人民的
历史新篇章。30年来，全县白族儿女与土、汉等
民族儿女一道，同心同德、团结奋斗，为全县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中，白族仗鼓
舞、游神、霸王鞭、九子鞭等多彩的白族艺术，
以及白族“上九庙会”、“三月三”等民俗活动，
成为张家界旅游文化中一道靓丽的风景。

庆典上，云南大理州及大理市为该县共捐
赠民族工作经费245万元。此前，大理州还为该
县援建了一批学校、卫生院和文化广场等。

本报9月22日讯 （记者 李伟锋 通讯
员 彭见） 蓬勃发展的4G网络已深入影响
农业生产。 记者今天在长沙市望城区乔
口镇的八百里水产有限公司养殖基地看
到， 管理人员轻点手机， 即实现对鱼塘实
施增氧操作， 鱼塘水面即时动态图像也
立马跃至屏幕， 且视频高度清晰、 流畅，
如同身在现场。 公司董事长周文辉介绍，
没有移动4G技术支撑， 根本达不到如此
鲜活效果。

利用移动4G网络数据容量大、 传输
速度快的特点， 八百里水产公司在这个
养殖基地装备了集增氧机控制系统、 水
质监测系统、 远程鱼病诊断、 高清视频监
控等信息化系统于一体的智能农业应用
平台。 正在现场指导的中国移动望城区
分公司信息化主管彭骁介绍， 该平台运
用智能传感技术、 无线传感网络技术、 移
动4G技术、 智能处理与智能控制等物联
网技术， 对水产养殖环境、 水质、 鱼类生
长状况、 药物使用、 废水处理等进行全方
位管理、 监测， 具有数据实时采集分析、
食品溯源、 生产基地远程监控等功能， 养
殖户只需拥有一台4G手机， 就可以在任
何有手机信号的地方实现远程监控。 这
也是4G技术在我省农业生产领域的首个
示范应用点。

八百里水产公司应用的这个平台，
可对水体重金属、 亚硝酸盐、 氨氮等12
种可能影响鱼质的因子进行自动取样、
分析， 并形成检测报告； 可邀请专家通过
4G视频对发病的鱼实施远程即时、 在线
诊断。 周文辉介绍， 以往监测水体营养成
分， 主要靠人工根据经验判断， 现在有了
科学分析依据， “省时、 省成本、 保质
量”。

望城区畜牧水产局负责人介绍，将用
3年左右时间， 在全区所有规模水产养殖
基地普及这种基于移动4G网络的智能农
业应用平台，提升农业生产智能化水平。

长
沙
盼
﹃
来
﹄
公
共
自
行
车

无
车
日：

多数车主主动配合

长沙城区交通拥堵报警
同比下降46%

9月21日上午， 两百多名自行车爱好者从长沙市金星路步步高广场出发， 一路骑行到梅溪湖， 以实际行动倡导绿色出行。 本报记者 田超 摄

专家远程会诊鱼病
移动4G“提智”现代农业

三湘快语

23县市试种粳稻成功
产量高、 味道好， 有望大面积推广

庆祝白族乡成立30周年

桑植已成全国第二大白族聚居区

沈德良

“世界无车日” 前夕， 长沙市宣布年底
将在岳麓区建成并启动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
届时， 将在16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建成200个租
赁点， 投放4000辆自行车。 （9月22日 《湖南
日报》）

城市公共自行车系统， 向来被视为世界
大中城市解决城市交通尾端末梢的有效方式，
也是在市民中涵养低碳环保理念的有效载
体。

试水公共自行车租赁 ， 全国一些城市 、
乃至省内比如株洲等地早有试点。 纵观这些
星星点点的先行者， 公共自行车系统在整个
城市交通中的作用并不显著。

湖南正在探索两型社会建设的路径， 推
广、 践行低碳绿色出行， 是两型社会建设的
题中之义。 长沙市的这次试点， 往大里说是
顺应时代发展之举， 与微观层面， 也是为了
解决市民出行 “最后一公里” 的问题， 其意
义不言而喻。

大凡大事小情， 试点易， 让试点成为常
态则难。

相比其他城市， 长沙起步虽不算早， 但
也可能是其后发优势， 它如能借鉴其他城市
的做法扬长避短， 在城市公共自行车系统上
另辟蹊径， 骑车出行就能成为长沙街头的一
道绿色风景。

让骑车出行
成为新时尚

本报9月22日讯 （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黄康） 如
何推动花炮技术创新升级， 更好地发挥科技对花炮产
业的引领支撑作用？ 记者今天从浏阳市获悉， 该市正
面向全球征集花炮科技难题课题及其解题之策， 遴选
出反映集中的十大难题， 悬赏1000万元， 向全球寻求
解题之策， 以图浏阳花炮稳踞全球花炮制高点。

浏阳悬赏千万求解花炮难题

9月22日，桑植白族人民载歌载舞，欢庆白族乡成立30周年。 张明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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