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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16日讯 今日，长
沙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
布2017年“书香长沙”全民阅读
活动暨第二十四届长沙图书交
易会 (长沙购书节 )将于3月24
日上午9点在湖南省展览馆开
幕，贯穿全年的“书香长沙”全
民阅读活动大幕也将由此拉
开。

从3月17日开始，长沙交易
会组委会将向市民发放30万元
购书券。 市民凭身份证每人每
天可以在长沙图书馆领取一张
面额为30元的购书券，30万元
购书券领完为止。 购书券可以
在购书节上 (本次展会期间)通
兑购书。

据悉， 本届图书交易会共
设有600个展位，比往届新增展

位108个， 规模和影响均超往
届。 展会专设了东亚文化图书
特别展示区、 全国重点品牌图
书展区、湘版精品图书展区、精
品图书特卖专场四大展区，同
步开展“书香长沙-全民阅读”
购书节等系列活动， 来自全国
各地的近600家国有、民营出版
发行单位参展， 创历届图书交
易会之最。

开幕式现场将发布2016年
度“长沙人最喜爱的10本书”，还
将表彰从全市1364家农家书屋
中评选出来的“长沙市第三批示
范性农家书屋”(14家)、“十佳书
香民营企业”(10家)、“长沙市全
民阅读体验基地” (10家)， 公布
“好书伴我成长” 征文活动获奖
者评选结果。 ■记者 魏静

本报3月16日讯 迎着灿烂盛
开的油菜花海，伴随百名少年儿童
身着汉服礼乐开笔、诗诵迎春，3月
16日上午， 由长沙市政府主办的
“快乐长沙·‘乡’约四季”2017长沙
乡村休闲旅游节在浏阳市古港镇
松山屋场启动，正式拉开2017全年
悠游长沙美丽乡村的大幕。

长沙市旅游局局长易冒介
绍，整个2017长沙乡村休闲旅游
节由踏春·浪漫季、嗨夏·青春季、
品秋·慢游季、 乐冬·养心季四个
板块组成， 从3月持续到12月，4
场主活动100余场系列活动将贯
穿全年， 引爆长沙全域旅游新一
轮热点， 为市民游客提供最权威
的长沙乡村游攻略、 最有看头的
乡村旅游快乐大事件、 最具风味
的民俗文化盛宴。 ■记者 梁兴

本报3月16日讯 近日，记者
从省人社厅获悉， 对于用人单位
已不存在或无法确认劳动关系的
职业病病人， 可向地方政府民政
部门申请医疗救助和生活等方面
的救助。

由于职业病的隐匿性比较
强， 从接触职业病危害到发病需
要一段时间， 有些用人单位可能
已经不存在， 或者职业病病人无
法确认劳动关系。 为切实保障职
工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 促进
我省工伤保险事业更好更快发
展， 结合国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和化解过剩产能的要求，省

人社厅明确， 这部分群体可向地
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申请医疗救
助和生活等方面的救助。

记者了解到， 此类人员提出
工伤认定申请， 应当按照规定提
交相应材料。 提交的申请材料符
合要求， 属于社会保险行政部门
管辖范围且在受理时限内的，社
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受理。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收到工伤
认定申请后，应当在15�日内对申
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 材料
完整的， 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
的决定;材料不完整的，应当以书
面形式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

正的全部材料。 社会保险行政部
门收到申请人提交的全部补正材
料后， 应当在15日内作出受理或
者不予受理的决定。

同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化解钢
铁、 煤炭行业过剩产能实现脱困
发展的总体部署， 按照相关规定
实行内部退养的职工， 用人单位
可不再缴纳工伤保险费。 上述实
行内部退养的职工， 从事接触职
业病危害的作业的， 用人单位应
当按照规定组织离岗时的职业健
康检查， 并将检查结果书面告知
职工。 ■记者 王智芳

本报3月16日讯 中国铁
路客户服务中心今日发布，为
方便广大旅客出行， 铁路部门
将在4月中旬对全国铁路列车
运行图进行调整，4月14日及以
后始发的旅客列车车票定于3
月21日起开始发售。

目前，火车票互联网、手机
客户端、 电话订票的预售期最
远为30天。 按此计算，3月16日

即可最远预订4月14日的火车
票。记者今日在12306网站查询
发现，4月14日始发的所有车次
均显示为“列车运行图调整，暂
停发售”。

另据介绍，4月2日至4日清
明小长假期间， 长沙南至怀化
南、 邵阳将分别增开一趟高铁
列车。具体车次、时间以12306
官网公告为准。 ■记者 邓晶琎

本报3月16日讯 “一碗汤
的距离” 常被人看作居家养老
中最理想的模式，父母、子女各
有空间，还能相互照应。今天，
记者从省民政厅老龄办获悉，
湘潭市出台了相关激励政策，
鼓励子女与父母同小区购商品
房， 将按每平方米200元来奖
励， 这样的养老政策或可值得
向全省来推广。

具体操作办法仍在研究

为鼓励居家养老、 长幼共
融，湘潭市政府发布了《关于积
极化解商品房库存促进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补充意
见》，对于子女与其父母在同一
个小区购买新建商品住宅的，
给予每平方米200元的购房补
贴，每户最高奖励金额不超过2
万元（仅限一套）。而购买库存
商品房从事专业养老服务的，
将按每平方米200元来补贴，最
高不超过20万元。

对此， 湘潭市民政局老龄
办主任洪英告诉记者， 此项政
策旨在鼓励年轻人担负起赡养
老人的职责， 引导全社会形成
尊老、爱老、敬老的风尚。但由
于政策刚出台， 暂时还没有人
享受该福利，“我们已收集了10
多个问题征集， 到时将会与住
建部门协商形成具体操作办
法。”

业内：政策树立养老标杆

对于这一新政， 湘潭各大
楼盘普遍叫好。“以前， 子女与
父母同在我们小区买房的就不

少。”湘潭东方名苑营销中心张
常希望， 政府能够尽快出台相
关实施细则， 以便楼盘和购房
户操作，落实购房奖补资金。

目前，类似湘潭的政策，在
湖南其他城市还没有铺开，那
么这样的经验是否值得长沙来
推广？为此，记者采访了长沙房
地产业内人士。

“湘潭的做法非常好，从社
会效益来说， 就能起到不错的
标杆作用。”朗涛地产总经理黄
耿文说， 随着养老服务业的发
展， 长沙房地产商也开始关注
养老地产， 在长望浏宁四县纷
纷建起了养老公寓， 借着政策
来扶持养老服务业。

至于该政策是否会在长沙
试行，黄耿文认为，还需要看长
沙房产的整体状况， 根据具体
的购房需求来决定。

反响：贴近民意，希望能全
省推广

对于长沙打拼一族来说，
“上有老，下有小”，他们又是如
何看待这个政策的？对此，长沙
范女士觉得应该大力推广，“减
免的钱虽不多， 但真的比较暖
心，更体现一个城市的温度。”

今年30多岁的谭先生，在
长沙天心区拥有一套三室一厅
的房子，2年前生了二孩后，这个
家却变窄了。“我妈主动提出要
在附近买房， 我们都同意了。于
是在隔壁小区买了100平方米
的房子，走路不到20分钟，还能
相互照应。”

■记者杨昱刘晓波
通讯员 李君 赵强 左金阳

湘潭楼市新政：鼓励年轻人担起赡养老人之责 引来叫好声一片，期待全省推广

与父母同小区买房可享最高2万补贴

今年1、2月份，湘潭房地产市场快速反弹，全市新建商品房住
宅分别成交1200套、1500套，同比分别上涨80%、150%。尽管如此，湘
潭楼市库存压力依然巨大。与以往激活楼市的政策相比，该市这次
的补充意见堪称升级版。

除扶持房地产业与养老服务业融合发展外，补充意见还提出，
加大对特定征拆群体购房的奖励力度， 拓宽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奖
励的适用范围，建立引进高端人才的住房激励机制。这些都将释放
出一系列利好。比如，从外地新引进到湘潭市城区工作，并与用人
单位签订3年以上聘用（劳动）合同的高端人才，在湘潭市城区购买
新建商品住房的，分类、分档次给予购房补贴。其中，对高层次人才，
给予100万元的购房补贴；对高级经营管理和研发人才，给予50万元
的购房补贴，等等。

全国铁路4月中旬调图
4月14日及以后火车票改为3月21日起发售

外来高端人才湘潭购房可补贴百万元

长沙图书交易会下周五开幕
30万元购书券等你来领

长沙乡村休闲
旅游节开幕

无法确认劳动关系职业病患者可申请救助
申请单位：当地民政部门 申请认定：在15日内进行审核

3月16日清晨，长株潭城际铁路西延线尖山段洞通爆破点，施工人员利用工程机械清理渣土。15日，随着尖山
隧道内一声爆破声响，长株潭城际铁路西延线尖山段暗挖隧道正式贯通。该隧道是长株潭城际铁路全线唯一单洞
双线隧道，隧道全长1324米，洞内高13米，宽11米，从300多米高尖山底下穿过，是整个城铁西延线控制性节点工
程，它的顺利贯通为城铁长沙站以西年底开通运营奠定了基础。 记者 徐行 摄影报道

长株潭城铁西延线
尖山段隧道贯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