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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3日讯 与一般
建筑相比，绿色建筑更节能、
环保、宜居。在长沙，大家将
能享受到更多绿色建筑带来
的宜居生活。 据长沙市住建
委下发的《2018年长沙市建
筑节能与建设科技工作要
点》（以下简称《要点》），今
年， 长沙市区绿色建筑占新
建建筑比例将达50%以上。
据悉， 长沙还将开展公共建
筑节能改造试点。

长沙绿色建筑总面积
约5400万m2

“绿色建筑并不是简单
地通过绿化将建筑‘扮绿’，
更重要的在于其设计、 建设
及运行过程中秉承绿色节能
的理念， 并贯穿建筑的全生
命周期。” 长沙市住建委相关
人员介绍，绿色建筑通过科学
设计，集成绿色配置、自然通
风、自然采光、低能耗围护结
构、新能源利用、绿色建材等
高新技术， 从而大大提高城
市建设的品质。

2013年，长沙市出台《绿
色建筑行动实施方案》，标志
着长沙绿色建筑推广开始进
入了强制执行阶段。

据《要点》，今年长沙市
区和各区、县（市）建成区新
建民用建筑设计阶段和施工
阶段节能强制性标准执行率
将力争达100%，进一步推动
建筑节能整体水平的提升，
全面执行建筑节能65%标
准； 深入推动公共建筑能效
提升重点城市建设， 持续降
低建筑能耗； 加大绿色建筑

推广力度， 市区绿色建筑占
新建建筑的比例将达到50%
以上，长沙县、浏阳市、宁乡
市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
例达到25%以上。

三湘都市报记者今天从
长沙市住建委获悉， 截至目
前， 长沙市共启动建设绿色
建筑项目总建筑面积约5400
万平方米， 建成了如万国城
MOMA、大河西交通枢纽等
一批高品质的绿色建筑。

今年计划试点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

今年长沙将推进绿色建
筑扩面提质。据了解，政府投
资项目、5000平方米以上的
公共建筑、10万平方米以上
的小区项目今年仍强制执行
绿色建筑标准；继续落实激励
政策，对示范效果显著的绿色
建筑示范项目予以奖励。

深入开展公共建筑能效
提升重点城市建设， 长沙将
出台《长沙市公共建筑能效
提升重点城市建设实施方
案》，明确公共建筑节能改造
的目标任务、实施步骤等，开
展公共建筑节能改造试点；
还将编制《长沙市公共建筑
节能改造技术导则》，指导长
沙市公共建筑节能改造； 将
在市政基础设施、 低碳生态
城市、智慧城市、海绵城市、
城市综合管廊、建筑智能化、
装配式建筑、 建筑垃圾资源
化利用、绿色建材等领域，开
展共性关键技术攻关。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肖日凡

本报5月3日讯 发生交通
事故，由此产生的痕迹鉴定、车
辆安全技术鉴定等费用不需要
当事人出， 而是由公安交管部
门承担。5月1日起， 新修订的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
实施， 对交通事故处理的多项
制度进行调整完善， 出台了四
个方面15项新措施。今天上午，
长沙市交警支队民警对新规进
行了解读。

【减负担】
这些费用由交管部门承担

新规在规范事故处理收
费、减轻群众负担方面，出台了
四项制度措施： 一是对因扣留
事故车辆产生的停车费用，明
确由作出扣留决定的公安交管
部门承担，不得向当事人收取；
但公安交管部门通知当事人领
取， 当事人逾期未领取产生的
费用除外。 二是对需要进行事
故检验、鉴定的，检验、鉴定费
用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承
担，不得向群众收取。三是严禁
公安交管部门指定停车场停放
扣留的事故车辆， 防止违规收
费和勾连牟利等问题。 四是除
依法扣留车辆的情形外， 赋予
事故当事人自行联系施救单位
拖移车辆的选择权， 只有在当
事人无法及时移动车辆且影响
通行和安全的情况下， 交警方
可通知具有资质的施救单位将
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

长沙市交警支队122大队
综管中队中队长邵剑波介绍，
停车、 拖车相关费用是车主非
常关注的问题， 新规明确禁止
对扣留的事故车辆违规收取费
用、违规拖车、违规指定停车。
当机动车违停、临停，驾驶人不
在现场或者在现场但拒绝立即
驶离，妨碍其他车、人通行的，
可以对车辆实施拖移； 公安交
管部门对车辆依法实施扣留、
扣押强制措施的， 可以对车辆
实施拖移。这两种情况下，不得
向当事人收取费用。 如果车辆
发生故障或事故， 无法正常行
驶且影响交通的， 实施清障救
援。这种情况下，必要时专业施
救， 费用纳入事故损害赔偿和
保险理赔项目。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是事
故鉴定之外的相关费用， 还是

需要当事人承担， 比如在确定
赔偿数额时，所做的伤残鉴定、
车辆等财产损失鉴定费用。”邵
剑波说。

【少跑腿】
这些程序可以省了

邵剑波介绍，新规在便民利
民方面，对事故复核、简化办案
程序出台了新举措方便当事人。

首先放宽了当事人对事故
认定不服申请复核的范围，将
交通事故证明、 适用简易程序
事故认定以及路外事故认定三
类情形均纳入复核申请范围。
申请复核在原有规定向上级公
安交管部门提出复核申请的基
础上， 新增可以直接向原办案
单位提出复核申请的规定。新
增可以设立复核委员会的规
定，广泛吸收行业代表、社会专
家学者等人员参与。 同时取消
交通事故进入司法程序不予复
核的规定。

“以长沙为例，以往由各大
队作出事故认定后， 当事人需
要来支队申请复核， 现在只需
在大队就能申请。” 邵剑波说，
复核还是由支队进行， 只是群
众可以少跑腿。

在简化办案程序方面，新
规对于未造成人员伤亡的财产
损失事故，作出新规定。对于此
类事故，规定当事人在现场拍照
或者标划事故车辆位置后，先撤
离现场再协商处理，防范由此导
致的二次事故和交通拥堵。该类
事故当事人可以通过“交管
12123”手机APP等快捷方式自
行协商处理，减少事故处理和理
赔时间。 该类事故当事人报警
的，交警、警务辅助人员可以通
过电话、微信、短信等方式为当
事人自行协商处理提供指导。

“以前处理伤人事故，按照
相关程序， 至少需要一个月时
间，有时甚至几个月，现在根据
新规，如果符合相关条件，一般
十天之内就处理完。” 邵剑波
说， 对于在长沙城市道路范围
内发生的适用于快处快赔的轻
微事故， 驾驶员还可以直接通
过长沙交警微信公众号进行
“快处直赔”， 通过微信操作几
分钟就能完成， 不再需要开车
去快处快赔服务点。

■记者 虢灿

本报5月3日讯 今天，湘潭市召
开招商引资开发项目新闻发布会，
公布243个招商引资开发项目，开
启招商引资新引擎， 助力产业项目
建设年。 湘潭市发改委、 湘潭市农
委、 湘潭市商务局的相关负责人就
这次招商引资项目的特点和招商政
策等，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湘潭市为贯彻落实省委、 省政
府的安排部署， 明确今年为全市产
业项目建设年， 梳理出了产业发展
招商引资重点项目名单，同时，对照
省“五个100”工程，全市安排122个
“五个一批”重点项目，同步建立了
《湘潭市2017-2020年产业转型升
级示范区项目储备库》， 目前有
1131个项目入库。

湘潭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总的来说，此次筛选发布的243
个重点招商项目突出了高质量发展
的要求。从项目类型看，共有工业项
目71个，总投资2001.9亿元；农业项
目18个，总投资140.4亿元；旅游、服
务业项目87个，总投资2500.8亿元；
社会民生项目27个，总投资188.5亿
元； 基础设施项目18个， 总投资
161.5亿元； 特色小镇项目11个，总
投资437亿元； 农业示范园项目11
个，总投资135.6亿元。

在新闻发布会上， 湘潭市招商
局表示， 今年一季度， 湘潭市突出
“产业项目建设年”主题，狠抓产业
招商，实现了良好开局，共签约亿元
以上重大项目（含框架协议）27个，
总投资879.5亿元。湘潭市招商引资
开发项目详见本报A09版。

■通讯员 尹卫国 记者刘璋景

本报5月3日讯 近日，长
沙市房屋交易管理中心和长沙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实行部门联
动， 开启一站式办理在建工程
抵押。从申请到受理到存档，总
工作时限不超过5个工作日。

长沙市房屋交易管理中心
相关负责人指出，按《通知》要
求， 两单位工作人员将严格按
照“只进一扇大门，只收一套资

料，只看一次现场，只发一本证
书”的要求，办理好在建工程抵
押手续，为群众服好务。

此外， 长沙市房屋交易管
理中心已正式推行“长沙市商
品房预售资金监管信息系
统”，动态监管购房款，确保专
款专用，以有效防止“烂尾楼”
现象的发生，切实保障了购房
者的权益。 ■记者 卜岚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新规实施 15项新措施促事故高效、公正处理

扣车停车费、事故鉴定费交管部门出

只收一套资料 5个工作日内办结
长沙开启一站式办理在建工程抵押

长沙下发建筑节能要点 拟开展公共建筑节能改造试点
今年长沙绿色建筑将占新建建筑一半以上

湘潭市发布重点产业
招商引资项目243个

5月3日上午，国网长沙供电公司长龙110KV变电站2号主变扩建工程施工现
场，技术人员在吊装主变油枕。去年10月开始，该公司启动电网建设“630攻坚”行
动，以解决长沙市各电压等级电网供电能力“卡脖子”问题。“630攻坚”电网建设总
投资约15.52亿元。目前，电网建设进入高峰期。 记者 田超 王晗 摄影报道

长沙电网
“630�攻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