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邵阳三亿
治“两沟”水环境

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

梅溪湖“芙蓉花剧场”封顶，明年开放
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年接待能力预计达百万人次 可观歌舞剧、听交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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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0日讯 今天上
午10时许， 随着最后一根钢
梁缓缓落下， 梅溪湖国际文
化艺术中心（下简称艺术中
心） 工程大剧场钢结构正式
宣告封顶。

作为湖南省、 长沙市重点
建设项目， 梅溪湖国际文化艺
术中心定位于打造国际一流、
全国领先、湖南省规模最大、功
能最齐全的高雅文化艺术“殿
堂”， 总占地面积达10万平方
米， 由享誉世界的英国设计师
扎哈·哈迪德精心设计。明年建
成后， 从高空俯瞰， 用乳白色
GRC幕墙装点的艺术中心，将
如一朵朵漂浮的芙蓉花， 绽放
在梅溪湖畔。

据业主方梅溪湖投资（长
沙）有限公司副总裁、艺术中心
项目部总经理周钊透露， 艺术
中心计划于2016年底建成并
投入运营， 届时长沙市民可在
家门口观歌舞剧、听交响乐，畅
享一流文化盛宴。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王颖 文艳

本报9月20日讯 关停19家企
业，责令13家企业停工治理，除此之
外，清淤河段、修建护坡、改造排水
系统、修建人工湿地……9月18日，
记者从邵阳市获悉， 该市投入三亿
元，专治洋溪沟、龙须沟（以下简称
“两沟”）水环境，并计划于本月底启
动两沟清淤工作。

上世纪60年代国家“三线”建
设， 龙须塘老工业区是计划经济时
代邵阳市经济建设的重要阵地。几
十年来， 由于企业污染治理设施不
完善，废水未能达标排放，“洋溪沟、
龙须沟” 两沟已经变成了城市黑臭
河流，当地居民怨声载道。

为改善两沟综合环境， 邵阳市
在对龙须塘老工业区进行综合治理
及棚户区改造的同时，投入三亿元，
专项治水。 ■记者 吕菊兰

本报9月20日讯 长沙市住
建委今天启动维修基金划转试
点工作，在水云间小区开展宣传
活动。“小区稳压器故障，需要花
一万元修理，过去可能要开业主
大会，还要层层报批。今后，在小
区就可以解决了！” 水云间小区
业委会主任段年吉说，他们很赞
成维修基金划转工作。

为了缓解业主大会召开难、
使用表决难， 畅通使用流程，业
主便捷使用维修资金，长沙市开
始试点将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划
转至业主大会自行管理。今年先
从水云间等少数小区试行起，条
件成熟后再大规模推广。

长沙市住建委副主任杨新武
介绍，根据相关法规，业主大会成
立后， 决定自行管理物业专项维
修资金的， 应当召开业主大会会
议， 就物业专项维修资金自行管
理的有关事项进行表决。 之后业
主大会在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专户
管理银行开立专户， 由业主委员
会向长沙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
理中心提出书面申请， 再完成有
关资金和账目等资料移交工作。

据悉， 长沙市对于划转试点
阶段维修资金的使用监管， 实行
“市住建委统一领导，市维修资金
管理中心、区建设（房产）主管部
门、专户管理银行齐抓共管，业主
大会、 物业服务企业和第三方中
介机构各负其责，依靠社区、街道
和业主积极参与” 的领导体制和
工作机制， 构筑以业主自治管理
为主、专业社会中介机构为辅、信
息系统为支撑、 政府部门依法监
督的监管原则。 ■记者李治

长沙试点维修基金划转：业主大会自管
先从水云间等少数小区试行，条件成熟后大规模推广

湘潭实行住房公积金新政

不管几套房 最高可贷80%

贷

不分套数，统一执行基准利率

新政策规定：取消住房公积金
贷款受家庭住房套数限制的政策，
统一执行住房公积金贷款基准利
率，贷款最高比例为购（建、修）房
款的80%。

具体来说，政策调整前，湘潭
市住房公积金贷款实施的是首套
房贷款执行住房公积金贷款基准
利率、二套房贷款利率在基准利率
基础上上浮10%、三套及以上不办
理贷款的差别化贷款政策。政策调
整后取消了这项限制，统一执行贷
款基准利率。

在贷款最高比例上， 调整前，
仅针对家庭购首套房且购房面积
在90平方米以内的实施最高80%
的贷款比例，调整后，不再区分几
套房和购房面积， 统一实施最高
80%的贷款比例。

40万贷13年，可省利息九千元

为更加直观地理解政策，湘潭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颜军
举例： 一位52岁的职工购买家庭
第二套房，总房价为50万元，需要
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该职工在调整前可申请贷款
的额度为购房款的60%， 即30万

元，需要首付20万元的购房款。调
整后，可申请贷款的额度提高到购
房款的80%，即40万元，仅需首付
10万元的购房款。”

在贷款利率上，因为购买的是
家庭第二套房，调整前的贷款利率
需在住房公积金贷款基准利率上上
浮10%，调整后，贷款利率不上浮。
贷款40万元，按13年计算，较调整
前总计可节省利息支出9100元。

贷款受理期限延长

新政策还延长了贷款受理期
限，受理期限从购买（签订网上备
案合同）、 建造、 大修自住房之日
起， 至办好房屋产权证后3年内。
而调整之前，受理期限只至办好房
屋产权证后1年内。同时，在贷款
年限不超过30年的前提下， 新政
策由调整前最长至借款人法定退
休年龄，延长至借款人法定退休年
龄后5年。

这样一来，这位52岁的职工，
由调整前的贷款年限最高为8年，
贷 款 40 万 元 8 年 ， 每 月 还 贷
4737.31元， 变成调整后贷款年限
延长至13年，即贷款40万元13年，
每月还贷3147.14元， 减轻了每月
1590元的还款压力。

■记者 刘晓波 通讯员 朱璇磊

本报９月 20
日讯 取消住房公
积金贷款受家庭
住房套数限制、延
长贷款受理期限
……从即日起，湘
潭住房公积金政
策正式调整执行，
有效期为一年。这
是湘潭市主动出
台的鼓励住房消
费的新政策，以提
高住房公积金的
资金使用效率。

该艺术中心“1800座位大剧
场+500座多功能剧场+3万平方
米艺术馆”的组合在国内属于先
例， 建成后将集大型歌舞剧、交
响乐艺术表演、艺术展览、交流、
培训等功能于一体，预计年接待

能力达百万人次。其中，大剧场
如四朵芙蓉花瓣，可满足大型歌
剧、音乐剧、芭蕾剧、交响乐、舞台
剧和大型综艺演出等各类演出
需求； 小剧场如一朵芙蓉花瓣，
可搭建各类舞台模式，快速变化

空间，以满足曲艺、话剧、T台服装
走秀、新闻发布、各类会议等多种
小型演出； 艺术馆如三朵芙蓉花
瓣，分为四层，共计八个展厅，可举
办国内外各类古代、现代、当代艺
术展览。

结构解读

本报9月20日讯 记者今天从
长沙供水有限公司获悉，9月21日
8：00至20:00， 岳麓区望月湖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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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月湖小区今日停水

住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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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工程大剧场钢结构正式封顶。 记者徐行摄

本报9月20日讯 今年38岁的
陈郊禄在耒阳做基层民政工作已有
4年，帮助了四千多户困难家庭。为了
让低保分配更合理，他跋山涉水搞普
查，整顿了当地的低保乱象。

现任耒阳夏塘镇民政站主任的
陈郊禄，曾在南阳镇开展了“民政办
+驻村干部+村干部”三方联合地毯
式入户清理整治低保工作， 将各村
的低保工作推倒重来， 严格执行政
策，顶住各方说情压力，核查每一笔
款项，开启了整治低保“南阳模式”。
他说：“要保证每个低保名额给了最
需要的人。”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邓文艳

4年助四千多困难家庭

最美民政人

本报9月20日讯 今天，“2015
湖南首届国际马戏嘉年华暨长沙国
际啤酒美食文化艺术节”启动。此次
嘉年华上，除俄罗斯国立马戏团、乌
克兰丽萨艺术团等14个高规格中外
马戏团将为长沙市民带来奇幻表演
之外，啤酒美食节、动漫嘉年华和互
动游戏等也将相继举行。

活动将于9月25日至11月8日
在橘洲沙滩公园举行， 为湖南近30
年规模最大的马戏表演。

■记者 朱蓉

马戏嘉年华橘洲将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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