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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6日讯“立，建始
也，夏，假也，物至此时皆假大
也。”5月6日，立夏，农历二十四
节气中的第7个节气， 也是夏季
的第一个节气，预示着春天的离
去和夏天的开始。 对小伙伴来
说，夏日里，最开心的事莫过于
吃根冰棍、啃块西瓜、冲个凉水
澡。不过，别高兴得太早，小伙伴
们所期待的那个吃冰棍、啃西瓜
的夏天其实还没真正到来。

实际上， 立夏不等于入夏。
湖南省气象台气象专家解释，
“立夏”属于节气，而“入夏”这个
概念属于气象学范畴。立夏表示
盛夏时节的正式开始，但是并不
意味着气象意义上的入夏，因为
气候学上以该年第一次出现连

续5天日平均气温都在22度以上
（含22度）， 则这5天的第一天作
为该地夏天的开始。

正如市民所感知的那样，立
夏日，长沙不仅没有入夏，还确
实比较冷。长沙市气象台值班预
报员朱家亮说， 近十年来看，长
沙今年立夏日的气温是最低的。
他解释，今年的立夏日气温偏低
属于偶然天气事件，是由这一天
的冷空气及降水引起的。

朱家亮告诉记者，长沙最近
五天滑动平均气温为21.4℃，还
没有到达入夏标准，长沙一般入
夏时间是5月下旬到6月上旬。也
就是说，今年具体何时入夏还需
等待气象部门官宣。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王向

我省开展安全帽
质量专项整治行动
责令4家企业停售
不合格产品

本 报 5 月 6 日 讯 今
日， 记者从湖南省市场监
管局获悉， 针对此前网络
热传的“脆皮安全帽”事
件，该局紧急部署、深入抽
查 ， 开展安全帽质量安全
专项整治工作。

省市场监管局决定以长
沙、邵阳两市为重点，彻底排
查安全隐患。截至目前，长沙
市市场监管局出动执法人员
216人次，检查门店300余户，
督促经销企业建立完善进销
台账， 下架封存疑似不合格
安全帽35顶。 对芙蓉区三湘
南湖大市场、 雨花区高桥大
市场、雨花机电市场、长沙县
金鹰机电市场等安全帽主要
经销集散地开展全面排查，
责令4家经销企业下架停止
销售部分疑似标识不合格的
安全帽。

■记者 黄亚苹

本报5月6日讯 5月15日起，
在长沙练车将有时间和地点限制
了。 长沙市交警支队今天发布在
城区道路上学习驾驶的路线和时
间的通告， 每天的9时至17时、19
时至次日7时，允许使用教练车在
城区38条路段上学习驾驶， 城区
其他路段和时间禁止在道路上学
习驾驶。

这38条路段为：
芙蓉区（3条）：滨河路的浏阳

河桥以西路段、东二路的远大路至
新安路路段、纬一路的龟山路至京
珠西辅道路段；

天心区（7条）：黄谷路的果子
园路至汇金路路段、新兰路的新电
路至万家丽路路段、环保西路的果
子园路至汇金路路段、新电路的中
意路至芙蓉路路段、新谷路的中意
路至黄谷路路段、伊莱克斯大道的
107国道至芙蓉路路段、 南北干道
的北环路至伊莱克斯大道路段；

雨花区（7条）：仙岭路的新兴
路至金海路路段、金海路的万芙路
至万家丽路路段、振华路的汇金路
至比亚迪路路段、新兴路的金海路
至正大路路段、兴业路的黄谷路至

环保大道路段、黄谷路的汇金路至
万家丽路路段、万芙路的汇金路至
桃花塅路路段；

开福区（8条）：湘江北路的北
二环至青竹湖路路段、广胜路的曲
湾路至青竹湖路东延线路段、兴联
路的芙蓉北路至湘江大道路段、兴
联路的芙蓉北路至中青路路段、植
基路全线、开福大道的兴联路以北
路段、星月路的开福大道至青丽路
路段、新安路的芙蓉路以东路段；

岳麓区（9条）：茯苓冲路的莲
坪大道至学士路路段、湘浦路的长
弯路至洋湖路路段、联丰路的潇湘
大道至坪塘大道桥下路段、望江路
的含浦大道至三环线路段、景园路
的坪塘大道至潇湘南大道路段、莲
坪大道的含浦大道至坪塘大道路段、
象嘴路的学士路至含浦大道路段、潇
湘北路的三叉矶大桥桥下至铬盐厂路
段、潇湘南路的景园路至联江路路段；

高新区（4条）：汇智路的枫林
三路至望城交界点路段、黄桥大道
的岳宁大道至望城交界点路段、谷
苑路的三环线至黄桥大道路段、青
山路的东方红路至雷高路路段。

■记者 虢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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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6日讯“五一”假期
在外出游， 在外地高速因为超速
被电子警察抓拍，该怎么处理？记
者今天了解到， 掏出手机打开微
信， 在湖南高速警察微信公众号
“违法处理”平台，就能处理大部
分电子监控抓拍的交通违法。

平台可处理罚款缴纳
和电子违法处理

省交警局民警介绍， 违法处
理平台处理的业务分为罚款缴纳
和电子违法处理两类： 罚款缴纳
业务是指发生在省管高速公路的

交通违法， 已被开具交通违法处
罚决定书的， 可通过微信公众号
罚款缴纳； 电子监控违法处理业
务是指湘籍小型机动车， 在省管
高速公路被电子监控设备取证的
交通违法， 罚款不超过200元的，
可通过微信公众号处理。

处理违法避开高峰时段

民警提醒， 湖南籍小车和驾
驶人， 在使用电子监控违法处理
功能前， 要先在湖南高速警察微
信公众号进行实名认证， 并将驾
驶证、行驶证进行绑定，且驾驶证

记分不超过11分。
需要注意的是， 缴纳罚款业

务必须在处罚决定书限定的15日
内缴纳，不然会加处罚款。加处罚
款会从第16日起， 以每日3%计
算，但最高不超过罚款本金。

湖南高速警察违法处理平台
的业务受理时间是早上8时到晚
上8时， 周末也可办理， 但元旦、
“五一”等法定节假日除外。平台
使用高峰时段为上午9时到11时，
下午2时到4时。 使用过程中遇到
速度较慢的情况， 可以退出重新
登录，或避开高峰时段再操作。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陈鑫

本报5月6日讯 商业银行
贷款能办理公积金按月对冲业
务吗？单位不给职工缴存公积金
该怎么办？房屋装修可以申请提
取公积金吗？今日，长沙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发布4月网络热点
问题月报，集中对缴存职工关心
的问题进行了解答。

未缴纳公积金
可拨打12329进行投诉

“刚入职时，我曾经咨询过
待遇等问题， 得到的答案是尽
快帮我缴纳公积金， 结果一拖
就是8年。” 长沙市民朱女士在
一家私营企业工作， 却一直没
有住房公积金，“我和男朋友准
备今年结婚，没有公积金，买房
压力很大。”

住房公积金是重要福利之
一。但为节省成本，一些单位往
往不给员工缴纳。

单位不给职工缴存公积金
该怎么办？对此，长沙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回复称，本市行政区
域内的下列单位及其在职职工
应当缴存住房公积金： 国家机
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外商投
资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城镇私
营企业以及其他的城镇企业；民
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若有
单位未缴公积金的，职工可拨打

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12329进
行投诉建议， 并提供单位名称、
负责人、姓名、联系电话等信息。

装修贷款不能提取公积金

据介绍，职工住房公积金账
户存款利率统一按一年期定期
存款基准利率执行 ， 目前为
1.50%。现行的住房公积金贷款
年利率五年以上为3.25%�,而一
般商业贷款，首套房的贷款基准
利率为1年以内4.35%，1至5年
内4.75%，5年以上4.9%。

住房公积金贷款因贷款利
率低，很多购房者倾向于选择住
房公积金贷款。但并非所有情况
均可提取。

“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
例》规定，职工购买、建造、翻建、
大修自住住房的可以提取职工
住房公积金账户内余额， 装修
不属于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
围。 住房公积金制度以互助性
和保障性为出发点， 以加快解
决城镇职工的基本住房问题为
主要目的。”长沙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强调
住房公积金支取主要用于购买
住房、建造住房等住房基本消费
方面的支出，而装修作为享受性
支出则不在此列。

■记者 卜岚

单位不缴存公积金，可拨打12329投诉
长沙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热点问题月报 装修贷款不能提取公积金

公积金贷款流程有这些环节
公积金贷款流程： 借款申请人提供资料→管理部前台

收件、 录入→初审、 复审、 审批→签订借款及抵押担保合
同→担保公司复核→受委托银行复核→开发商或借款人办
理抵押→中心放款。其中，抵押及不动产权证的办理不属于
长沙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业务范围， 若想了解抵押及
不动产权证的办理进度， 可向开发商或不动产中心了解具
体情况。待抵押手续办完，即进入放款流程。

外地高速被抓拍交通违法可手机处理
须先在湖南高速警察微信公众号进行实名认证

长沙规范教练车上路，限38条路段

立夏不等于入夏
长沙迎十年来气温最低立夏日

维权

提醒

非遗传承
5月5日，洞囗县

岩山镇阳家山村，洞
口木雕艺人在雕刻
《一带一路》 木雕作
品。洞口木雕是一种
集观赏、实用于一体
的艺术品，2008年
列为湖南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滕治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