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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事业单位改制重组可免征契税
继企事业单位改制重组获所得税和增

值税优惠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13日公
布，2015年-2017年，在满足一定条件下，可
享免征契税优惠。 ■据新华社

河西老年人可享受免费中医理疗
13日， 长沙市岳麓区湘仪社区百善

孝为先———关爱老人大型公益活动启
动， 即日起河西60岁以上老人可享受免
费中医理疗按摩和足浴。 ■记者曾力力

雨花区洞井路沿线明天将停水
4月15日8点-20点，雨花区洞井路（香

樟路-井湾路）沿线两厢地区将停水，临近
地区水压、水量将减小，请用户做好储水
准备。 ■记者 陈月红

动政务 态

改革

本报4月13日讯“2015
年湖南将引发极端气候事
件！”日前，这样一条消息引
发关注。报道中称，厄尔尼
诺事件再次到来，今年湖南
很可能发生大洪水，局部地
区暴雨、高温等极端气候事
件增多。那么，是否真的如
此？今天，省防指召开2015
年第一次全体成员会议，三
湘都市报记者就此向相关
部门求解。

4月1日，国家气候中心
发布监测分析数据，预计今
年5月， 赤道中东太平洋大
部海温和常年平均值相比
将偏高0.5℃以上，今夏全球
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

省气象局专家称，一般
厄尔尼诺年发生时，全球温

度要上升至少0.1℃， 洪涝、
干旱、龙卷风等极端天气频
发。就我省而言，会在一定
程度上出现北旱南涝局面。

水文部门观察，今年气
候确实“有点怪”，印度降雨
偏少四成， 美国遭遇400年
一遇的干旱。从目前看来，7
月份我省会有几次较强降
雨， 但7月下旬是否出现
1998年那样的超强降雨，现
在还很难断定。

会议讨论中， 气象、水
文部门认为，4月-9月的汛
期，全省降雨时空分布不均
匀，有前多后少、北多南少
的趋势， 雨水集中期为5月
上中旬和6月中下旬， 全省
四大水系湘、资、沅、澧，以
及洞庭湖区均有可能发生

超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其
中澧水流域、沅水下游可能
出现较大洪水。 雨季结束
后，全省可能有不同程度的
干旱发生，湘中、湘南地区
干旱尤为明显。

截至目前，省防指开展
全省备汛安全大检查，共排
查各类度汛安全隐患 773
处， 对发现的问题逐处整
改。此外，还修复了7.5万多
处水毁工程，新修、加固堤
防1050公里，为安全度汛做
好准备。 ■记者 刘璋景

【名词解释】
厄尔尼诺：是一种气候

现象，发生在热带的太平洋
上， 由于海温异常增暖，会
造成全球气候的变化。

本报4月13日讯 记者
从长沙市公共客运管理局
获悉，今天起，长沙市多条
公交线路调整、更名、延长
线路。

新增两条公交线路，分
别为207路和358路。207路
从湘府路大桥西附近发车，
经洋湖大道、兆新路、中央
大道、坪塘大道、西二环、梅
溪湖路至梅溪湖一师范附
近。

358路从中南大学学生
公寓发车，经清水路、后湖
路、阜埠河路、潇湘大道、南
湖路隧道，书院路、城南路、
蔡锷路、解放路、湘江大道、
五一大道、蔡锷路、体育馆
路、东风路、三一大道、过浏
阳河大桥至世界之窗。

之前， 同一个线路名
称，有的是区间线，有的是
快线，不少市民对此分不清
楚。为了让市民不再受此困

扰，此次，907路区间线改番
号为357路， 延伸至北辰三
角洲；168路区间线改番号
为169路， 并调整线路至黄
花机场；旅2路改番号为167
路， 旅3路改番号为171路，
63路快线改番号为68路 。
906路延伸至洋湖湿地公园
附近的中加中学旁，931路
延伸至东二环立交桥下，
705路延伸至九峰公园公交
首末站。 ■记者 陈永刚

“手机版”车管所
拟4月20日试行

本报4月13日讯 长沙车
管所远程服务中心近日已完
成系统升级，解决上班时间市
民拨打96588热线远程办理
车管、驾管业务遭遇无人接听
及占线现象。“手机车管所”预
计4月20日试行， 办理部分业
务手机登录微信就能搞定。

升级后，中心可承接8项
驾驶证业务： 到期换证、转
入、超龄或自愿降级、信息变
更、注销、申请恢复考试、遗
失或损毁补领、 变更驾驶人
联系方式；5项机动车业务：
补领号牌、补领行驶证、合法
机动车免检标志、 核发委托
异地年检证明、 变更车主联
系方式。 ■记者 黄娟 于振宇

深圳居民赴港
改为“一周一行”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13日就深圳居
民赴港“一签多行”政策调整接受记者采
访。

公安机关13日起停止向深圳市户籍
居民签发赴香港1年多次“个人旅游”签注
（简称“一签多行”签注），改为签发赴香港
1年多次（限每周一次）“个人旅游” 签注
（简称“一周一行”签注）。持用“一周一行”
签注的深圳市户籍居民可在每个自然周
的周一至周日前往香港1次， 每次可在港
逗留7天。原“一签多行”签注在签注有效
期内可继续使用。

发言人表示，“一签多行”政策自2009
年试行以来，便利了深圳居民赴港，促进
了香港相关行业的发展，受到社会各界普
遍欢迎。 但近年来内地赴港旅客增速较
快， 给香港的旅游承载力造成了较大压
力。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的请求，中央政府
决定作出上述调整。 ■据新华社

5月底前完成市县
食药监管体制改革

本报4月13日讯 今天召开的全省各
市州食安委主任会议上，省委常委、常务副
省长陈肇雄要求， 确保5月底前完成市县
两级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任务。

根据改革部署， 各县市区务必在4月
底前制定下发食品药品监管机构“三定”规
定，5月底前将从事食品安全监管人员划
转移交到位。

陈肇雄指出， 要尽快实现市县食药监
管职能和机构整合到位、 人财物划转到
位、职责落实到位，确保新组建的机构尽快
正常运转。要加强县乡村基层监管能力建
设，打通食药监管执法的“最后一公里”。要
加强对食药管理体制改革的督促考核，对
因改革不到位、监管脱节导致发生重大食
品安全事故的，要严格追究责任。

■记者 李伟锋

美国前“第一夫人”希
拉里·克林顿12日下午正式
宣布将参加2016年总统选
举。

当地时间大约15时（北
京时间13日3时），希拉里竞
选网站发布了一则视频。视
频中，希拉里微笑着说：“我
正式参加总统竞选。”

“普通美国民众需要一位
捍卫者，而我希望成为那位捍
卫者，” 她说，“你们可以迎头

赶上，并保持领先地位。”
希拉里竞选团队在邮

件里告诉她的支持者们，希
拉里将在“今后6至8个星期
内”积蓄力量，积极接触广
大选民，特别是获得草根阶
层的支持。预计她最早可能
在5月举行第一次竞选集会
并发表首次竞选演讲。

位于美国中部的艾奥
瓦州一贯被视为民主党党
内预选“风向标”。希拉里表

示将首先前往艾奥瓦州展
开竞选活动，“我将踏上旅
途，争取你们的选票”。

民调显示，希拉里眼下
在民主党内拥有大约60%支
持率，遥遥领先其他潜在人
选。如果竞选成功，她将成
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统。
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已
于11日声援希拉里， 称她
“会是一位好总统”。

■据新华社

3个在建项目
被责令停工整改

本报4月13日讯 长沙市
住建委今天通报今年一季度
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检查结
果。长沙经开区泉塘中学5#、

梨公租房二期八标30#栋、
宁乡中药饮片生产和中药食
品加工基地综合楼这3个项
目被责令停工整改。

此次共检查8个项目，下
发限期整改通知书3份、停工
整改通知书3份，机械设备限
制使用通知书1份，严重不良
行为告知书2份，一般不良行
为告知书2份。 其中上述3个
项目被责令停工整改， 经复
查合格后方可复工； 泉塘中
学5#项目施工单位湖南省德
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监理
公司中航工程监理（湖南）有
限公司被下发严重不良行为
告知书。 ■记者 陈月红

赴港

通报

今年气候有点怪，四水或超警戒水位
可能有较强厄尔尼诺现象 是否出现超强降雨还难断定

67岁希拉里宣布参选总统

长沙多条公交线路调整

便民

希拉里现年67岁，曾是丈夫
比尔·克林顿竞选总统期间的
政治顾问，1993年成为“第一夫
人” 后积极参与政治，2000年当
选参议员 ，2006年获得连任 ，
2009年至2013年担任奥巴马政
府的国务卿。

不少分析人士注意到， 希拉
里通过简短视频发布竞选声明，
显得平易近人、低调朴实，显然意
欲扭转克林顿家族给民众留下的
“精英、强势”印象。

环境治理
纳入经济发展考核

本报4月13日讯 省政府办公厅近日
出台《关于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的实施意
见》， 要求各级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环境监
管负领导责任，把环境治理考核控制指标
纳入经济发展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审计机关在开展党政主要领导干部
经济责任审计时，要对各级政府主要领导
干部执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政策、落实
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等情况进行审计。

各级政府要将本行政区域划分为若
干环境监管网格， 建立计划执法制度，把
工业企业、建筑施工、畜禽养殖、秸秆焚
烧、餐饮油烟、垃圾焚烧、文化娱乐噪声和
黄标车等各类排污对象和排污行为纳入
其中，逐一明确监管部门、监管单位和责
任人。

各级政府要再次全面清理、废除阻碍
环境监管执法的“土政策”。2017年底前，
现有监察执法人员需全部进行业务培训
和职业操守教育， 经考试合格后持证上
岗。 ■记者 曹娴

政令

希拉里·克林顿正式宣布参加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

新华社 图

李光耀留遗嘱
身后拆除故居

新加坡已故“建国总理”
李光耀的子女12日发表声明
说，将会按照父亲的遗嘱将其
生前长期居住的房子拆除。

关于为何希望将自己的
住宅拆除，李光耀生前曾说：
“由于我的房子存在，周围建
筑不能盖得过高。 如果拆掉
它，改变规划，让房子建得更
高，土地价值将会增加。”

这所住宅据说是由一名
犹太商人建于100多年前，李
光耀自上世纪40年代起购买
并搬入， 至去世时已居住超
过70年。 ■据新华社

国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