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09

要闻·民生

2018.3.8 星期四 编辑 杨斯涵 图编 言琼 美编 刘迎 校对 张郁文

长沙今年棚改1.2万户，有你那儿吗
全市总投资156亿元 今年全省建成棚改住房逾28万户
本报 3月7日 讯 2018年 ，
西文庙坪周边地块以及蔡锷中
路两厢等将成长沙市城镇棚户
区改造重点。近日，湖南省住建厅
等五部门联合下发2018年保障
性安居工程建设计划和项目，根
据计划，2018年长沙棚改计划
约1.2万户，总投资约156亿元。

棚改征收指挥部一楼房源科，
一名工作人员在为征收户办理
完相关手续后告诉记者，“除了
公租房与限价商品房外， 区里
也筹措了一部分二手房房源和
一批社会商品房， 供征收户选
择。”该工作人员介绍，近期他
们将组织征收户前往另一家已
协商的楼盘选房。

西文庙坪棚改已完成20%
投资156亿元进行改造
西文庙坪周边地块棚改项
目一期范围为湘江路、 人民西
路和古潭街的围合地块。 今日
下午2点， 记者在现场看到，地
块里的街巷上方张贴着数条征
拆动员宣传横幅， 一人多高的
围墙内，许多房屋已经空置。
西文庙坪棚改项目在2017
年11月3日启动，共涉及到私房
846户以及32家单位直管公房
376户，征收启动至今，已分别
完成签约私房150户与公房84
户，占任务总数近20%。
“根据国务院590号令，被
征收人可选择货币补偿， 也可
选择房屋产权调换。”西文庙坪

链接

西文庙坪棚改项目是今年
长沙市12272户城镇棚户区改
造总项目中的其中一块， 根据
近日由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等五部门下发的关于2018年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计划和项
目的通知， 长沙市今年棚改任
务总数为12272户，其中货币安
置 与 新 建 为 9466 户 、 改 建 为
2806户，总投资约156亿元。
除了西文庙坪棚改项目，
长沙市今年的城镇棚改任务还
包括蔡锷中路两厢棚改、 白果
园化龙池地块棚改以及太平街
地块棚改等。 ■记者 叶子君

今年全省建成棚改住房逾28万户

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与国家保障性安居工程协调小组签订的
2018年住房保障工作目标责任书要求，今年内，全省将开工建设各
类棚户区改造住房约28.6万户， 其中城镇棚户区922个项目279422
套，其余为国有工矿棚户区项目与国有垦区危房改造项目。
今年，湖南省将基本建成保障性安居住房282019户，其中棚户
区改造住房275567户、公共租赁住房6452户，全省发放城镇住房保
障家庭租赁补贴约18万户。

今起晴天当道大雾登场
本报3月7日讯 “
25.8℃、
12.6℃、10.2℃”，自4日开始，全
省平均最高气温一路下滑。行走
在长沙街头，这两天在强冷空气
和雨水的作用下，前几天刚脱下
的棉袄、羽绒服又重新上阵。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 未来
一周省内有两次降雨过程。8日
至10日省内以晴天间多云天气
为主，其中8日开始大雾逐渐发

展， 湘西早晨局地有大雾，9日
省内大部分地区早晨有雾，10
日雾的范围缩小；11日至13日
全省有一次小到中雨过程。气
温前低后高，7日前有冷空气影
响， 气温平稳中略有下降；8日
开始气温逐步上升， 不过早晚
气温较低，8日至9日早晨最低
气温4-5℃。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张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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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庙坪周边地块的街巷上方张贴着数条征拆动员宣传横幅，许多房屋已经空置。

记者 叶子君 摄

长沙交警推人性化执法措施

这几项轻微交通违法不罚款不扣分
本报3月7日讯 “刚从家
里出来，忘记系安全带了，以后
一定记得。”今天上午，长沙芙
蓉路黄土岭路段， 一辆白色小
车被天心交警七中队民警杨林
昌拦下， 小车驾驶员吴某没系
安全带。 杨林昌对其进行警告
处罚后，吴某驶离现场。今日，
记者从长沙交警获悉， 长沙交
警对非营运小型汽车部分轻微
交通违法行为实行警告处罚。
这些轻微交通违法一共三
类五项;
在高速公路或城市快速路

以外的道路上行驶时， 驾驶人
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
未随车携带驾驶证、 行驶
证，经现场查实的；
未按规定放置检验合格标
志、保险标志，且能现场改正的。
2月5日实施以来， 全市共
办理轻微交通违法警告处罚
1060起。 民警提醒， 经现场查
证，确因标志、标线不清晰导致
的交通违法行为以及运送危重
病人等紧急情况产生的交通违
法经查证属实的两类交通违法
不予处罚。
■记者 虢灿

连线
宁乡新增16处监控抓拍交通违法
本报3月7日讯 长沙宁乡市
交警大队今天发布公告，将新建
的16处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
备的设置地点向社会公布，这些
设备将于3月22日正式启用，对
违反禁令标志、违反禁止标线等
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
此次公布的16处设置设备
分布在11个地点：X096坝塘镇
边街子集镇路段、X096坝塘镇

集镇路段、X073金洲大桥路段、
二环南路汽车南站路段、 汽车
东站候车厅前辅道路段各有两
处视频监控， 紫金路玉潭中学
路段、 白马大道汽车南站路段、
创业大道汽车东站路段、G319
汽车东站路段、二环南路汽车南
站辅道路段、汽车东站候车厅门
前辅道路段各一处。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程莹

湘西消防走进敬老院送温暖
本报3月7日讯 今年是毛
泽东同志“
向雷锋同志学习”题
词55周年， 为大力弘扬雷锋精
神，巩固当代革命军人和人民警
察核心价值观，树立公安消防部
队良好的社会形象，3月5日，湘
西保靖县消防大队官兵来到昂
洞村敬老院开展学雷锋活动。
大队官兵带着慰问物资，
手拿卫生工具走进昂洞村敬老
院， 将慰问物资交给敬老院的
10名老人后， 官兵便热火朝天
地忙开了，一拨官兵擦玻璃、叠
被子、扫大院；另一拨官兵同老

人们欢聚一堂， 倾听老人们诉
说人生故事， 敬老院不时传来
阵阵欢声笑语。
通过活动的开展， 官兵们
不仅传承了雷锋精神， 也促进
了警民关系的和谐。 大队将一
直把“学雷锋、献爱心”作为部
队生活的一部分， 让雷锋精神
融入到警营生活当中， 让雷锋
精神永存官兵心中， 让爱心继
续发扬，真正把温暖带给群众，
带给百姓， 为消防部队树立了
良好形象。
■通讯员 石敦华 邓凯

图书馆千余志愿者
守望“书海”
本报3月7日讯 在摆满花
艺作品的株洲市图书馆大厅
内， 志愿者正在手把手教市民
插花。3月学雷锋月， 湖南省株
洲市图书馆组织开展了系列学
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吸引了不
少市民前来参与。 在近期公布
的第四批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
点(50家)名单中，株洲市图书馆
成为第四批全国学雷锋活动示
范点。
“有书香的地方还能闻到
花香。”近段时间，花艺活动成
为了株洲市图书馆学雷锋志愿
服务活动中的“主打”。此外，全
家福美照、亲子剪纸乐、公益电
影展、 机器人课堂学习等一系
列公益活动也吸引了不少市
民。同时，株洲市图书馆决定把
“选书权”交给读者，图书馆藏
什么书， 让市民来做主。 近年
来， 该馆从经费中划出部分费
用，作为“你读书 我买单”活动
的专项经费。
此外，近年来，株洲市图书
馆先后成立了“故事妈妈”、道
德讲堂、“小豌豆”活动、神农大
讲坛、ZT书友圈等十个志愿者
团队，注册志愿者4000多人，长
期常态化开展学雷锋实践活
动。
“图书馆是公共文化场所，
志愿者们在奉献的同时， 也收
获了知识和经验。”株洲市图书
馆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
继续开展更多形式多样的志愿
活动， 把学雷锋作为一个常态
化的工作， 将雷锋精神渗入到
日常生活的点滴中， 使其精神
成为全市人民的一份良好品
格。
■记者 张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