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醒

本报4月20日讯 今日，记
者从长沙市开福区市政管理局
获悉， 今年该区将对青竹湖大
道、福元西路、开福大道（车站
北路）和洪山路4条城区主次干
道实施“整容”，进行一次全面
的提质改造，开福大道、洪山路
等部分路段还将新辟自行车
道，更好地方便市民出行。

提质改造涉及开福大道的
学堂园路至福元西路段、 青竹
湖大道的芙蓉北路至中青路
段、 福元西路的芙蓉北路至二
环线段、 洪山路的滨河南路至
月湖滨河路段。

据开福区市政管理局工程
技术科负责人介绍， 提质改造
施工中， 将对这些路段的沉塌
段进行“开窗”处理，整体摊铺

性能更优的沥青混凝土， 并对
道路交通线重新施划， 同时对
道路全线的老旧式井座井盖更
换为防沉降井座井盖。

此外，根据计划，还将对开
福大道的人行道进行整体提
质，布局1.8m宽自行车道、2.2m
宽人行道； 对洪山路重新设置
2.5m宽自行车绿道和2m宽人
行道。针对停车难的现象，福元
路和洪山路外侧闲置地坪也将
提质改造，并施划停车位。

据悉， 开福大道学堂园路
至福元西路段， 预计下周进场
施工，力争两个月完工。福元西
路、洪山路、青竹湖大道将于5
月、6月、7月陆续动工， 每条道
路力争两个月内完工。

■记者 吕菊兰

本报4月20日讯 今日上
午，长沙市人社局召开落实“五
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
规范社会保险登记秩序专题培
训会议。“五证合一”后，社保部
门可以从源头上掌握用人单位
注册信息。

“‘五证合一’ 是将以前工
商、税务、质监、人社和统计分别
进行登记的制度，改为按照‘一套
材料、一表登记、一窗受理’信息
共享互认的登记模式。”长沙市社
会保险费征缴管理中心主任贺
建国介绍，登记制度改革对用人
单位而言，可以降低成本、简化程
序;对于人社部门来讲，可以从源

头上掌握用人单位注册信息。
据悉， 以前的社保登记需

要用人单位主动申请，或者通过
稽查、执法和职工举报来确保用
人单位进行社保登记。而“五证
合一、一照一码”制度改革后，人
社部门可以通过工商部门提供
的共享信息来完成对用人单位
的补充数据采集和职工社保补
充登记，确保职工社保权益。

此外，长沙市关于开展社会
保险登记信息自查和补充采集
以及2017年度缴费工资申报审
核和欠费清缴工作已于4月15
日启动，截止时间为9月30日。
■记者 王智芳通讯员 任家欣

本报4月20日讯 今日，
长沙汽车西站（湘江新区综
合枢纽站） 正式施行实名制
售票乘车，15个身份证实名
购票窗口和查验票证口，流
程通畅有序。此外，记者还获
悉，当天长沙市汽车东站、黎
托汽车站也同时实施实名制
购票乘车， 长株潭汽车站也
做好了实施实名制购票的准
备工作。

“前期，汽车西站新增身
份验证闸机9台，更新了运调
系统、售票系统、检票系统、
出站稽查系统等软件， 确保
今天车票实名制顺利实施。”
长沙汽车西站工作人员提
醒， 旅客进站应出示有效客
票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
件，配合工作人员查验。

自今年3月起，长沙陆续
在部分车站试点实施长途客
运实名制购票。 根据安排，5
月底之前， 长沙所有长途客
运站要做好实名制售票乘车
的准备工作；6月1日起，长沙
市长途客运站正式实施实名
制售票乘车。

■记者 丁鹏志

本报4月20日讯 今日记
者获悉，省公安厅决定自4月24
日起启用电子往来台湾通行
证。据了解，湖南省公安机关人
口与出入境管理部门自4月24
日起开始受理电子往来台湾通
行证的申请， 同时停止签发现
行本式往来台湾通行证。

记者了解到， 电子往来台
湾通行证为参照有关国际标准
设计制作的卡式证件， 内嵌非
接触式集成电路芯片， 前往台
湾签注不再采取贴纸的方式，
而是直接打印在证件背面，并
可重复擦写。

成人电子往来台湾通行证
有效期延长为10年， 对未满16
周岁的仍签发5年有效通行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
管理法》有关规定，经国务院批
准，申领电子往来台湾通行证应
当按规定留存持证人指纹信息。
留存指纹信息的持证人出入境
时，可以按规定自助通关。

据介绍， 电子往来台湾通
行证启用后，仍然有效的现行本
式往来台湾通行证和贴纸签注
可以继续使用，持有有效的本式
通行证可以继续申办贴纸签注。

■记者 张浩 通讯员 樊佩君

本报4月20日讯 “去年11
月签订了认购协议书， 交了12
万元首付， 却被告知因开发商
网签受限，无法签合同。”今年
以来， 和周女士一样苦恼的业
主还有很多。3.18新政后，长沙
各地开始涌现退房毁约潮，不
少楼盘无法完成网签， 由此也
导致了一系列的后遗症。

针对新政前相关购房问
题，4月19日， 长沙市住建委提
出了解决方案：3月18日及之前
未完成购房合同网签， 但已签
订认购书， 并能提供交付房款
的银行入账凭证原件， 可按原
政策执行。

认购交了首付仍可网签

“已经等了5个多月， 还好
没放弃。”周女士感慨道，去年
11月她看中了南城一套88㎡的
两居室，并支付了两成首付。谁
料一等再等， 至今网签都无法
完成。 看到了今天朋友圈刷屏
的消息， 周女士很是兴奋，“按
照住建委的最新通知， 我终于
可以网签了。”

通知显示，3月18日及之前
未完成购房合同网签， 但已签
订认购书并能提供交付房款

（含定金、 首付款或部分房款）
的银行入账凭证原件， 且各款
项按《关于加强商品房预售资
金监管的通知》（长政函[2016]
261号）规定办理的，可按原政
策执行。

新规有助于减轻网签压力

网签备案的具体流程为：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商品房期现
房交易及预售资金监管系统录
入购房者的基本资料， 并将基
本资料、 银行付款凭证及入账
明细、 认购书报长沙市房屋交
易管理中心， 房地产开发企业
对所报资料的真实性、 合法性
负责。 经长沙市房屋交易管理
中心审核通过后， 逐步有序完
成购房合同网签。

新的通知出台后， 对长沙
楼市有何影响？“新规有助于减
轻当前网签的压力， 有利于外
地投资客占比较高的项目。”鑫
远集团执行总裁兼地产事业部
总经理喻磊认为， 此次新规落
地， 虽供求关系未发生明显变
化，整体对楼市的影响有限，但
对解决部分历史遗留问题有积
极作用， 也再次强调了网签的
具体流程。 ■记者 卜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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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艺术人生》作者陈敬良为学生讲述创作时的灵感。 当天，湖南外贸职
业学院精心策划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真人图书”借阅活动，近千名学生与《不该再发生
的故事》作者郭山炼、《当镇长的故事》作者余亮开、《亲情是扣人心弦的音符》作者湛
霞英及陈敬良面对面，现场“阅读” 了他们的人生故事。 郑翔 摄影报道

针对新政涉及的相关购房问题，长沙住建委出台“善后”方案

“3.18”前已认购并交房款的不受限

出行参考

24日起启用电子往来台湾通行证
现行本式通行证仍有效，可继续使用

长沙汽车东站西站
实名制购票乘车
请带身份证原件出行

“真人图书”
别开生面

长沙城北四条路段今年将提质

开福大道下周“整容”，新辟自行车道

长沙各用人单位注意
请及时办理社保补充登记

本报4月20日讯 作为一条
连接长沙与株洲的最短城际干
线，每逢夜幕降临，只有株洲段
亮灯，长沙段约12公里却“黑灯
瞎火”？近日，有网友就洞株公
路同路不同照明发问， 雨花区
交通运输局回应， 正在做施工
图审查， 将在今年内完成照明
工程建设及安全设施提质。

“其实在长沙段的12.322
公里中，雨花区段与跳马镇段
由不同主体分别组织实施，前
者定位为市政道路，后者为设
计时速80公里/小时的无路灯

配置的一级公路。”今日下午，
雨花区交通运输局局长刘诺
奇就此向记者解释， 如今，因
跳马镇经济发展及市民出行
需要，道路沿线照明设置已提
上日程，项目目前已进入施工
图审查阶段， 即将启动施工，
年内实现太阳能亮灯。考虑到
道路全线比原设计新增了大
量中央及路侧开口、导致交通
隐患严重，他们还将在照明施
工同时同步进行红绿灯等安
全设施提质。

■记者 叶子君

城际干线长沙段年内亮灯至株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