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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0日讯 9月22
日是“世界无车日”，根据长
沙市住建局《2019年长沙市
绿色出行活动实施方案》的
要求，长沙市“绿色出行”活
动于当天举行。届时，长沙交
警将对部分区域实施交通管
制，同时倡议市民“少开一天
车，绿色环保出行”。9月22日
9:30至16:30， 倡导市民在
城区范围内不开机动车出
行， 并在部分区域实施交通
管制措施。

9月22日9:30至16:30，
长沙交警在芙蓉路、劳动路、
湘江路、五一大道合围区域
范围内的道路（不含边界道
路）实施全封闭交通管制措
施，禁止机动车通行（除客
运出租车、公交车、校车、邮
政车、通勤车、婚丧车和军

警、急救、消防、抢险等机动车
辆外）。

同时， 交警部门在全封闭
交通管制圈及其周边的相关
路口设置19个管制点和外围
12个分流点。

此外， 交警部门将加强对
全封闭管制圈及其周边道路的
巡逻管控， 机动车交通全封闭
圈内主要加强对建湘路、 蔡锷
路、黄兴路、白沙路、解放路、人
民路、城南路、书院路的巡逻管
控以及周边的五一大道、 芙蓉
路、劳动路、湘江路等路段的巡
逻疏导。

交警部门提醒广大市民，
在遵守交通管制规定的同时，
请尽量不开车、少开车，选择乘
坐地铁、公交车、共享单车、步
行等绿色交通出行方式。

■记者 虢灿

本报9月20日讯 今日， 记者
从湖南省住建厅获悉， 湖南第三
季度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执法暨建
筑管理工作检查将于9月下旬到
10月中旬举行。 此次检查的内容
包括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治理行动
开展情况、 建筑工人实名制等制
度落实情况等十二项内容。

届时， 将对建筑施工安全专
项治理行动开展情况进行检查，
按照监督工作规范化的要求对本
地区在建项目开展全覆盖检查，
对发现的问题和隐患督促整改以
及跟踪整改到位情况。

同时，还将检查“打非治违”
工作情况。 检查各地监管责任和
措施落实情况， 特别是未取得施
工许可擅自开工建设、 建筑施工
质量安全监管存在“盲区”、“特
区” 以及消除监管体制不顺和监
管漏洞等情况；检查施工、监理单
位关键岗位人员到岗、履职情况，
重点查处“挂靠”执（从）业资格证
书，“无证”“假证”上岗等行为。

此外， 还将检查年度扬尘污
染治理工作开展及完成情况。

“此次检查将通过网上平台
抽取， 巡查方式确定4个在建工
程项目，抽查2个县市区，其中安
置住房和保障性住房项目不少
于1个。”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根据检查情况，对问题突出
的地区将函告当地人民政府，对
质量安全隐患突出的项目予以
曝光。

■记者 卜岚

本报9月20日讯 今起，公
安部9月10日公布的6项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 服务群众企业的
公安交管新措施正式推行。记
者从长沙交警获悉， 这些便民
举措中， 除了租赁车交通违法
处理简捷快办和交通事故多发
点段网上导航提示两项， 其他
均早已在长沙推行实施。

记者了解到， 此次公安部
公布的公安交管6项新措施，包
括车辆登记销售企业快捷代
办、 租赁车交通违法处理简捷
快办、 临时入境车辆牌证便捷
可办3项便捷快办服务，小客车
转籍信息网上转递、“两个教
育”网上学习、交通事故多发点
段网上导航提示3项网上交管
服务。

目前， 租赁车交通违法处
理简捷快办长沙还没有实行，
该举措将于四川、 江苏试点施
行，年底前全国全面推行。交通
事故多发点段导航提示业务，
长沙交警正与互联网地图导航
企业积极推进。

据统计，目前我国已有2万
多家汽车租赁企业， 由于承租
驾驶人大多既不在违法行为

地，也不在机动车登记地，按照现
行程序处理交通违法往往比较困
难。公安部今起推出的“租赁车交
通违法处理简捷快办” 新措施将
有效解决这一难题：“按照原来的
处理办法， 需要承租驾驶人到交
通违法行为发生地， 或是机动车
登记地的交通管理部门违法处理
窗口去处理， 并且在处理过程中
需要出示租赁汽车的行驶证。”

根据公安部专门制定的《机
动车租赁期间道路交通安全违法
行为处罚办法》，对交通技术监控
记录的租赁汽车交通违法， 允许
承租驾驶人通过“交管12123”手
机App自助处理。 承租驾驶人在
违法行为地或者机动车登记地交
管部门窗口处理时， 也不再要求
提供租赁汽车行驶证， 改为公安
交管信息系统自动核对租赁关
系。这项措施每年将惠及300多万
名承租驾驶人。

针对承租驾驶人没有及时处
理的交通违法，经租赁企业申请，
公安交管部门可以将违法记录转
移到承租驾驶人名下， 并通过在
租赁合同中确认的联系方式及时
告知承租驾驶人。

■记者 虢灿

6项公安交管新举措正式实施，其中4项业务长沙早已推行，另外两项正在积极推进

交通事故多发点段将有网上导航提示

明天无车日,长沙部分区域交通管制
全封闭管制范围：芙蓉路、劳动路、湘江路、五一大道合围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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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将开展
质量安全大检查
重点：施工安全，打非
治违，扬尘污染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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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4项业务长沙都能办理
机动车销售企业快捷代办登记：是指在机动车销售企业

提供购买车辆、购置保险、选号登记等全流程服务，群众购车
后无需前往车管所办理登记，在销售企业一站办结。长沙早
已推行该项服务。目前，长沙全市共依托机动车销售企业建
立机动车登记服务站50家， 通过服务站提前预录入车辆信
息，实现机动车销售企业快捷代办登记，减少群众等待时间。
此外，长沙交警在二手车市场、银行、4S店等地，设置了110个
办牌办证服务点；在交警驻地以外的地方，如银行、检测站、
商场、派出所等地，投放交通违法自助处理终端137台。

对临时入境车辆人员出行提供方便。一方面，简化了申
领临时驾驶许可手续、延长了临时驾驶许可有效期；另一方
面，对港澳台居民办理临时入境机动车牌证手续、换领大中
型客货车驾驶证年龄等提供便利措施。

小客车转籍信息网上转递。申请人可以直接到车辆迁入
地车辆管理所申请并办理机动车转籍， 无需再回迁出地验
车、提取纸质档案，长沙已全面推进。目前，长沙各车管分所、
县所(直属分所除外)都可以办理，车主可通过互联网平台申
请、在转入地车辆管理所提出申请、在转出地车辆管理所提
出申请三种方式办理。需要注意的是，车辆档案电子化转籍
仅适用于车辆所有人本人变更迁入、迁出。申请该业务的车
辆需先将违法、事故处理完毕，并且不具有属于海关监管的
机动车，海关未解除监管，办理抵押登记、质押备案未解除和
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的情形。

驾驶员安全教育网上学习。 长沙率先在全省实行驾驶
人满分教育、审验教育“两个教育”网上学习，全面推进互联
网学习教育平台网上申请、网上认证、网上学习，并在法制
学校设置电子学习室， 为驾驶人提供网上学习的现场体验
和指导。民警介绍，在非实习期记分周期内驾驶证记分满12
分以上的驾驶人需要参加满分教育， 而审验教育针对的是
持有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驾
驶证的驾驶人一个记分周期内有记分且尚未达到12分的，
持有其他准驾车型驾驶证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承担
同等责任以上责任未被吊销驾驶证的， 以及校车驾驶人。
“两个教育”都可以通过电脑、手机学习端进行网上学习，让
驾驶人少跑腿。

全封闭圈核心管制路口

芙蓉区（8个）：五一大道
蔡锷路口南口、 五一大道建
湘路口南口、 五一大道黄兴
路南口、建湘路解放路口，芙
蓉路解放路浏城桥下西口、
芙蓉路下白沙路匝道入口、
白沙路人民路桥下北口（管
制北往南和北往西车辆）、芙
蓉路人民路口西口。

天心区（11个）：芙蓉路
城南路口西口、 芙蓉路的贺
龙体育场摩天轮巷、 芙蓉路
建设银行北侧通道口、 芙蓉
路劳动路口西口、 劳动路仰
天湖路口北口、 劳动路白沙
路口北口、 劳动路黄兴路口
北口、 劳动路书院路口北
口、 湘江路的人民路口东

口、 湘江路坡子街路口东口、
湘江路西湖路口东口。

外围卡车分流路口

芙蓉区（3个）：五一大道省
府二院路口、韶山路解放路口、
人民路梓园路口。

天心区（3个）：芙蓉路南湖
路口、书院路白沙路口、湘江路
劳动路口。

岳麓区（1�个）：枫林广场。
开福区（2个）：中山亭转盘

南口（当五一广场桥下流量过
大时，开福、芙蓉同步进行交通
管制措施， 控制北往南车辆通
行）、湘江大道中山西路口。

雨花区（3个）：韶山路长岭
路口、城南路广济桥下、韶山路
劳动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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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湖
南烈士公园南门处
摆放的花坛和庆祝
国庆的标语将城市
装扮一新。 国庆节
前夕， 该公园处处
张灯结彩、 花团锦
簇，以祥和、喜庆的
气氛庆祝新中国成
立70周年。

记者 李健 摄

花团锦簇
迎国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