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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北上广 优化大环境

本报6月11日讯 今日，
记者从长沙市住建委了解
到， 长沙房地产市场中介机
构、 开发企业联合执法检查
专项行动仍在进行中。 在上
周的检查中（6月4日-6月8
日）， 联合执法组现场责令
56家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房
地产中介门店关门停业整
顿，中环地产北辰三角洲店、
中环地产王府花园店等12家
中介门店为逃避检查， 临时
关门歇业涉嫌违规。

有效打击捂盘炒房、
恶意炒作行为

从6月4日开始，市住建委
根据全市房地产调控工作会
议要求，牵头组织发改、住建、
工商、公安、国土、地税等多部
门开展房地产开发企业、中介
机构联合执法专项检查行动。

联合执法组检查了房地
产中介机构及门店86家，下
达责令改正通知书59份，向
房地产中介机构总部发送责
令其下属违规门店关门停业
整顿的函42份， 现场责令56
家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房地
产中介门店关门停业整顿，
12家中介门店为逃避检查，
在检查组检查之时关门歇业。

此次房地产中介机构联
合执法行动打响了长沙“反
炒房”攻坚战执法第一枪，有
力打击和震慑了中介机构及
中介人员恶意炒房、 违规落
户、 恶意制造抢购气氛等违
规违法行为， 挖掘出一些中
介炒房、 变相抬高二手房价
的问题线索。

此次联合执法检查行
动， 侧重于重拳打击捂盘惜
售、恶意炒作、哄抬房价等违
法违规行为， 遏制投机投资

性购房，保障真正刚需购房。
截至6月10日，已对15家房地
产开发企业及其开发的43个
项目进行了执法检查， 重点
了解掌握了目前各开发项目
达到预售条件的房源申办预
售证进展情况、 在建待建商
品房情况和是否存在投机炒
作违法违规问题。

炒房行为得不到
有效控制绝不收兵

市住建委行政执法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该局
将继续扎实组织开展房地产
开发企业、 中介机构两个联
合执法专项检查行动， 炒房
行为得不到有效控制绝不收
兵，坚决打赢“反炒房”攻坚
战，坚决实现政府调控目标。

一方面， 继续组织开展
房地产中介机构地毯式联合
执法检查行动， 全面查处不
合规不合法经营的中介机
构， 全面整治二手房交易乱
象， 精准打击中介机构及中
介人员的炒作投机等违法违
规行为。

另一方面， 将根据各区
住建部门提供的全市所有房
地产开发项目情况统计，有
针对性组织房地产开发企业
上门联合执法行动， 跟踪督
促房地产开发企业加快达到
预售条件商品房入市销售。

下阶段联合执法检查组
将对涉嫌违法违规的房地产
经纪机构负责人进行约谈，
要求其提供相关资料、 开门
配合检查。对仍然不配合检查
的房地产经纪机构及人员，联
合执法检查组将采取媒体曝
光、 记入诚信体系等措施，并
列入长期重点监管和执法检
查清单。 ■记者 卜岚

本报6月11日讯 近日，长
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长沙
市“五治” 工作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年）》。 计划部署，到
2020年， 长沙全面完成全市“五
治”任务，基本实现农村人居环境
“洁、净、美”整治目标。为此，还配
套制定《长沙市农村改厕工作实
施方案（2018-2020年）》，其中提
到，到2020年，该市“卫生厕所”普
及率达100％，逐步实现农村无害
化厕所全覆盖。

根据《长沙市农村改厕工作
实施方案（2018-2020年）》，未来

三年， 长沙将以农户旱厕改造为
重点， 以三格式无害化厕所形式
为主， 开展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
建设， 提升农村粪便无害化处理
和资源化利用水平。

同时， 还将开展农村公共旱
厕改造，2018-2019年，按照“改
造一批、新建一批、废止一批”的
原则，每年新建（改建）农村三格
式无害化厕所2万座、每年完成农
村公共旱厕改造100座以上，全面
消除农村农户旱厕和公共旱厕。
2020年， 在全面消除农村旱厕的
基础上， 继续开展农村无害化厕

所建设， 提高农村粪便无害化处
理和资源化利用水平， 逐步实现
农村无害化厕所全覆盖。

据介绍，长沙各区县（市）将
农村“厕所革命”三年攻坚行动纳
入财政预算，按照每座600元的标
准予以补助，区县（市）财政按照
旱厕改造每座配套不低于1200元
标准（化粪池800元、旱厕室内改
造400元）、 水冲式厕所改造三格
式无害化厕所每座配套不低于
800元标准安排专项经费，各地根
据工作需要适当安排工作经费。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张涵

未来一周全省多雨
本报6月11日讯 连日来的

烈日，晒得不少市民头皮发麻，急
切期盼来场雨给天气降降温。晴
朗过后，强降雨即将上阵，据气象
部门预测， 未来一周湖南雨日较
多， 有两次降雨天气过程，6月11
日晚至13日湘西、 湘南局地有较
强降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
等强对流天气。

国家防总预测，6月11日～15
日， 江南中南部等地将有一次移
动性强降雨过程， 累积降雨量为
30～60毫米， 湖南等地河流或将
出现涨水过程，部分中小河流可能
发生超警洪水。

6月17日开始的强降雨过程，
恰逢节假日。省防指要求，各地高
度重视，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强化
预报预警， 督促各级防汛责任人
到岗到位， 坚持把确保群众生命
安全放在首位， 突出山洪地质灾
害防御、水库和在建工程防守、中
小河流洪水防范、矿山防灾、城镇
防涝等重点，坚决杜绝群死群伤，
确保人员安全和工程安全。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张涵

本报6月11日讯 企业入
园项目手续报批全程代办；
企业经营生产全程有专人跟
踪服务……如今， 为企业提
供高效优质的“保姆式”服务，
已成为湖南各地招商引资的
“标配”，为更多企业来湘兴业、
扎根湖南吃了“定心丸”。

前4月，全省省级及以上
产业园区拥有各类企业4.6万
家，共实现技工贸总收入1.38
万亿元，同比增长11.9%。

“江华贵德光电产业园
从签约到正式开园投产，只
用了150天，地方政府贴心服
务功不可没。”去年12月落户
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的贵
德集团董事长喻贵介绍，该
项目从立项到投产， 各环节
的行政审批手续， 均由当地
高新区全程代办， 企业只需

一心一意搞生产。
大力优化发展环境，江

华已引进和培育规模企业73
家， 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18家，建成百亿园区。

自“产业项目建设年”活
动开展以来， 全省各地掀起
了大力营造抓项目兴产业、
发展实体经济的浓厚氛围。
各地积极实施《对接“北上广”
优化大环境行动导则》， 推行
企业化管理服务， 为重点企
业、重点项目提供“一站式、全
程式、跟踪式、保姆式”服务。

服务环境不断优化，招
商引资快速增长， 园区发展
后劲十足。今年来，全省园区
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主
导产业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
总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记者 邓晶琎

本报6月11日讯 你知道
湘江新区的慢行道有哪些吗？
你对湘江新区慢行交通建设
有哪些意见和建议？记者今天
从湖南湘江新区国土规划局
获悉，由该局主办的“骑迹湘
江，慢享生活”湖南湘江新区
慢行交通提升规划调研活动
今天启动，长沙市年满 18周
岁的公民可通过问卷调查
提意见与建议。 新区慢行交
通提升规划将在今年7月出规
划成果。

湖南湘江新区国土规划
局规划编制处副处长饶国祥
说，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努力，湘
江新区综合交通方面尤其是在
慢行交通方面有一定的基础，
在梅溪湖、洋湖、滨江，还有岳
麓山大学城周边区域等都已经
有了一定的基础设施和网络，
尤其是慢行交通， 成为市民骑
行的好去处。接下来，该局将通
过规划，进一步优化、提升综合
交通尤其是慢行交通。

据饶国祥介绍，本次调研
围绕“湘江新区慢行系统提质
项目”进行，该项目范围包括
学士路、黄桥大道、湘江、谷山
合围区域， 面积约306平方公
里。

据负责规划“湘江新区慢
行系统提质项目” 的相关负责
人江岸介绍，在该项目范围内，
将重点在市政府、 岳麓山大学
城、 梅溪湖片区打造慢行交通
系统。提质改造中，将注重梳理
路网框架、打通“关节”，让慢行
交通系统保持连续性， 同时提
升品质， 给骑行者更好的骑行
体验。

江岸透露，在新区范围内，
拟规划自行车专用路和快速
路。他透露，拟在新区选取有条
件的地方规划5—8公里长、骑
行时间在三四十分钟左右的自
行车专用路和快速路系统，方
便市民出行。

■记者 陈月红 潘显璇
通讯员 熊子晖

长沙“反炒房”一周，56家门店关门整顿
临时关门歇业逃避执法检查，中环地产等12家中介门店涉嫌违规

企业从落户到建设、投产享受全程贴心服务
“保姆式”服务成湖南招商引资“标配”

长沙印发“五治”工作三年行动计划
到2020年，“卫生厕所”普及率达100％

湘江新区慢行交通如何建，请你支招
拟规划自行车专用路和快速路系统，长约5—8公里

6月11日，长沙市开福区捞刀河南岸堤防改造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在平整路面。该河段沿线需提质改造堤防1.5
公里，接捞刀河防汛码头，按一级堤防设计标准顺接已建堤防，标高按100年一遇标准38.8米修建。 记者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