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21日下午，湖南省
公安厅部署为期半年的全
省公安机关安全生产隐患
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
重点开展道路交通安全、

消防安全、 治安安全三项
整治。 会议要求，认真吸取
沪昆高速“7·19”特大安全
事故教训。
■记者 陈昂 通讯员 王悦

本报7月22日讯 7月
21日凌晨起，湖南省公安厅
交通管理局高速公路管理支
队在全省高速公路开展客运
车辆违法专项整治行动。当
日，全省高速共查处凌晨2时
至5时违规运营的客运车辆
79台次，其中省内24台次，
省外55台次。 此次查获的违
规客车均被抄告至省运管局
和安监局。

7月21日起，省高速警察
在羊楼司、 小塘、 金鱼石、新
晃、枣木铺、道仁、堡城、茶峒、
凤凰西9个省际警务站，严格
落实24小时勤务。 全警上路
巡查未落实接驳运输的客运
车辆。 对违规运营的客运车
辆，将引导至服务区、收费站
落地休息，并及时抄告车属企
业和车籍地市州运管部门。

■记者王为薇
实习生兰海燕雷丹丹

通讯员 梁美芝

本报7月22日讯 今
起， 长沙交警全警动员采
取超常规措施， 在全城设
置15个整治点， 全天24小
时严厉整治危险化学品
运输车、校车、客车等“三
类”重点车辆严重交通违
法行为。

执法交警严把进城、出
城、高速公路出入关，所有
高速公路入口出口均悬挂
凌晨2时-5时禁行标志，增
设抓拍设备，对没有落实禁
行制度的客车按照闯禁违
法行为进行处罚。
■记者 黄娟 实习生 刘祎

长沙严查三类重点车辆违法

连线

我省警方部署排查安全生产隐患行动

背景

因国家铁路建设政策调整
长浏城际铁路暂停

本报7月22日讯 还在规划中的长沙
地铁6号线和长浏城际，由于与长沙市磁悬
浮线路有部分重叠，一度被疑取消。近日，
长沙市发改委就此作出回应， 称暂无迹象
表明地铁6号线会因磁悬浮而被取消，但长
浏城际铁路确已因国家铁路建设政策调整
暂停前期工作。

针对长沙地铁6号线， 长沙市发改委解
释， 包括长沙地铁6号线在内的轨道线网规
划已获得国务院批复，轨道线路建设原则上
必须严格按照已经批复的线网规划执行，除
非遇到政策调整等特殊情况， 一般不会取
消，但是对具体线路来说，在项目可研论证
阶段可视情进行微调。 ■记者 叶子君

实习生 刘雅婷 陆红英 孙嘉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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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约谈消防“老大难”
“最久的已经拖了3年，还没整改到位！”

7月21日，常德市政府约谈了鼎城、汉寿和津
市3个区（县、市）政府分管消防工作的领导，
要求推动整改销案。 ■记者 曾韧

株洲减少退出91家爆竹企业
株洲市政府新闻办22日通报称，

该市今年将减少退出91家烟花爆竹
企业，今年将减少到400家。

■记者 李永亮 实习生 周思远

金湘潭商业广场两年未整改到位
7月21日，湘潭消防部门再次检查金湘

潭商业广场时发现，近两年的督促整改仍
没有起色。该市将组织相关部门组成领导
小组，协调解决。 ■记者 曾韧

动政务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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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回应本报报道：

已成立调查组彻查，涉事法官被停职

交通安全

79台客车凌晨违规上高速被查

本报7月22日讯 本报
《永州一法官借断案“夺妻占
财”？ 》（详见本报7月22日
A03版）报道见报后，引起广
大网友强烈关注。 今晚，永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官方微
博对本报报道做出回应，称
该院已成立调查组彻查此
事，涉事周姓法官已接受停
职调查。

今晚9:10，新浪微博实
名认证为“湖南省永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官方微博”的微

博@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
表了一则微博。

内容如下：
7月22日，《三湘都市

报》报道反映永州市冷水滩
区人民法院法官周某的问
题，我院高度重视，已经成
立调查组，对事件进行认真
调查处理。

（1）对于报道涉及的案
件问题，成某因离婚财产分
割纠纷对生效判决不服，向
我院申诉，我院已经立案再

审，并于7月14日开庭审理，
我院将会依法公正裁判。

（2）对于报道反映的涉
事法官周某的问题，调查组
将进行全面调查，严格依规
依纪处理。

（3）永州市冷水滩区人
民法院决定，对周某进行停
职调查，调查处理结果我们
会及时向社会公众公布。

本报将持续关注此事。
■记者 陈昂 龚化

《永州一法官借断案“夺妻占财”？》后续

逐步缩小老年人
优待的城乡差距

全国老年人优待工作会
议22日在京举行。 民政部部
长、全国老龄办主任李立国表
示，由于条件限制，相对而言，
农村老年人实际享受的优待
项目存在项目少、 水平低、范
围窄的问题，要按城乡一体化
发展思路，在完善社会保障和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
础上， 逐步缩小城乡老年人
“同地不同待遇”的差距。

李立国表示， 针对农村
留守老年人生产生活中的现
实困难，在养老、医疗、救助
等补贴标准、报销范围、救助
标准等方面，给予适当倾斜。

■据新华社

本报7月22日讯 “烧
油一公里7毛多，用气一公里
3毛。” 为了省钱长沙不少出
租车、私家车主打起了“油改
气”的主意。今起，长沙交警
全城清查违法“油改气”车
辆， 私改车主将面临“罚款
500元、车辆复原”的处罚。

五中队指导员梁山表
示，私自进行“油改气”，属
交通违法行为，如果不恢复
原状， 车辆将无法通过年
检。梁山提醒，非法的“油改
气”车辆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改装的车辆气体燃料钢瓶

没有安全泄漏报警装置，许
多配件质量不过关，有的私
自改装车的燃料容器甚至
来自报废车或非法瓶。若气
体泄漏，有可能造成汽车自
燃等严重后果。

长沙交警将采用流动巡
查与重点区域设点盘查相结
合的方式， 利用警务通等科
技装备， 对嫌疑车辆进行现
场查询比对。 对于调查中发
现的改装企业或店铺违法行
为， 将移交到其他职能部门
查处。

■记者 黄娟 实习生 刘祎

长沙交警严查
非法“油改气”

油改气

交通

10高校定向培养
直招士官403名

本报7月22日讯 全国十所高校在湘
定向培养直招士官面试定于7月22日-23
日在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圭塘校区举
行。 来自全省14个市州的578名考生将经
现场严格面试审查，才能进入最后的招录
环节。 最终将有403名幸运儿成为定向培
养直招士官。

据悉，今年全国有十所高校在湘定向
培养直招士官。省内有三所，分别为湖南
科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张家界航空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此次直招面向空军、海军、二炮和广州军
区，共招录403名，包括8名女生。

■记者 李国平 实习生 管漫妮 曾德顺
通讯员 镇瑜

招录

长沙“两型住宅”
提前一月拿预售证

长沙市政府22日发布消息，“两型住宅”
比普通住宅至少提前一个月拿到预售证，8
月10日起实行。同时规定，其“预制夹心保温
外墙”或“预制外墙”不计入建筑面积。

业内人士表示，对于市民来说，今后入
住这样的房子“冬暖夏凉”，不但住得舒适，
还能节省电费。 ■记者 曾力力

政令

民政

沪昆高铁江西段
拟25日试运行

本报7月22日讯 原计划
今年国庆节前开通运营的沪
昆客专杭长段西线（长沙至南
昌）将提前开通运营。今日，记
者从广铁集团获悉，25日18时
起，沪昆客专长沙至南昌段将
进入试运行，8月底将具备通
车条件，有望提前通车。

届时长沙到南昌的运行
时间将缩短至G字头高铁的1
个半小时左右。
■通讯员 刘伟 记者 潘海涛

高铁

田园美景入镜来
星沙启动摄影大赛

本报7月22日讯 红色西线、 绿色东
线、多彩中线……当您走进长沙县的清新
田园，各具特色的乡村美景会一一映入眼
帘。7月22日，由长沙县人民政府和长沙晚
报社主办的“活力星沙·魅力农庄”摄影大
赛正式启幕，百名摄影师和市民游客纷纷
拿起手中的相机、手机，记录这身边近在
咫尺的多彩画卷。

■记者 郭立亮 实习生 朱一鸣

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