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1月8日讯 上班
期间不便去预约窗口处理现
场交通违法？下定决心请假，
却发现当天预约已满员？不
少市民吐槽， 处理交通违法
是个难题。今日，长沙交警权
威发布， 从11月12日起，长
沙城区各大队处罚业务窗口
接待时间由原来的8小时延
长到13小时；城区业务需求
量大的窗口大队， 每天的预
约号增加130%，每个工作日
窗口接待时间为早上8点-晚
上9点。

问题：处罚窗口，压力倍增

自今年2月1日起， 为规
范交通违法处罚， 有效抑制
“黄牛”买分卖分行为，全国
公安交警部门统一实施交通
违法处罚“强制备案”规定。
新规定实施后， 未提前备案
绑定的交通违法无法通过自
助渠道办理， 导致处罚窗口
业务量大幅增长。

据统计：今年2月1日至8
月31日与去年同期比较，全
市自助机处理交通违法从占
总量的70%下降到20%，全
市人工窗口处理从占总量的
20%上升到43%， 处罚量同
比上升115%。为缓解处罚窗
口压力，今年以来，长沙交警
先后采取了增加接待窗口、
开通网上预约等多项措施，
但受窗口接待能力有限和驾
驶人备案绑定比例不高等因
素影响， 采取常规措施还是
无法满足实际需求。

对策：几项举措，破解难题

推行延时服务： 自2019

年11月12日起，将芙蓉、天心、
雨花、岳麓、开福大队处罚窗口
的开放时间调整为 8：00至
21:00； 城区五个大队窗口接
待时间由原来的8小时延长到
13小时。推行延时服务后，不但
增加了窗口接待能力， 同时也
解决了大量“上班族”驾驶人白
天没时间处理的难题。

大幅增加预约放号： 长沙
交警在大数据分析和大量调研
的基础上， 克服窗口数量和工
作人员不足等困难， 大幅增加
了预约号源。11月1日开始将每
天的预约放号数由原来的4350
个增加到6320个，11月12日实
施延时服务后再次增加到8710
个，放号总数增加了一倍。其中
业务需求最大的城区五大队放
号数增加了130%。

推广备案绑定： 截至10月
31日， 全市非车主驾驶人共绑
定他人机动车 48.1万台次，绑
定人数较3月底增加了40万。绑
定人数不断增长也促进了网上
办理量快速增长。 今年2至8月
通过网上渠道共办理 82.8万
起，同比增长了2.7倍。

提醒：一次绑定，长期受益

长沙交警提醒， 一次绑定
长期受益。 只有备案绑定之
后，才能通过自助渠道处理非
本人车辆的交通违法。建议家
人、亲友之间提前做好车证绑
定，方便网上快速处理非交通
违法 。 市民可通过“交管
12123”和“便民服务桥”进行
绑定操作。除车主外一台车可
绑定3人，一本驾驶证可绑定3
台非本人车辆，无历史累计绑
定人数限制。

■记者 张洋银

下班后也可去窗口
处理交通违法啦
长沙城区各交警大队窗口接待时间
延长至21点，日增预约号130%

本报11月8日讯“很开心，
今天拿到钥匙就拿到了房产
证！” 中建·嘉和城业主周先生
兴奋地说。今日，长沙市新建商
品房交房交证试点项目现场交
证仪式举行，据介绍，这一改革
试点成果明年将全面推广。这
也正式宣告长沙内五区进入
“交房即交证”的新时期。

“等星星等月亮终于等到
了。”今年2月19日下午，长沙御
景龙城小区27名业主终于拿到
了产权证，业主吴先生感慨说。
据悉， 长沙御景龙城小区于
1993年开工建设， 但因为历史
遗留问题， 小区内有1000多户
业主一直未拿到产权证。

不动产权证， 是一套房子合
法存在的“身份证”，不过现实中
却总是面临“难产”。因为房子没
有“身份证”，业主的房屋租卖难
以实现，还会影响到落户、孩子入
学等。而在实际操作中，商品房从
预售签约到取得不动产登记证，
普遍需要3年左右时间。

为破解不动产证拿证难等问
题，早在今年3月28日，长沙市政
府就印发了《长沙市推进新建商
品房交房交证改革试点工作方
案》， 正式启动改革试点工作。截
至今天， 长沙市12个申请试点的
项目中共有3个项目实现了交房
交证的目标。

■记者 卜岚

本报11月8日讯 8日立
冬，自此，日照时间将继续缩
短，正午太阳高度继续降低。
民间常常把立冬作为冬季开
始的标志，不过，近日湖南的
天气却没什么“冬”的意味，
以晴天间多云为主， 气温稳
定上升，部分地区清晨有雾。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未
来三天， 省内以晴天间多云
为主，降水依然偏少，湘东干
旱维持，森林火险等级较高，
需加强防范。

具体来看，9日8时至10
日8时，全省晴天到多云，9日
早晨湘西南局地有雾；10日
08时至11日08时，湘西多云，
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10日
早晨湘西南局地有雾。

气温稳定上升， 不过升
幅不大，约2℃~3℃，较往年
同期略有偏高，13日至14日
省内将再迎较强冷空气影
响。9日最高气温湘西、 湘北
21℃~23℃，其他23℃~25℃；
最低气温湘西 、 湘北 9℃
~11℃，其他11℃~13℃。

不过， 立冬并不意味着
入冬。“从气象标准上来说，
出现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低
于10℃，就算进入冬天，第1
天为入冬之日。”长沙市气象
台副台长陈婷介绍， 每年的
气候条件不同， 入冬时间会
有二三周的偏差。比如，按常
年平均算， 长沙历年平均入
冬时间在11月22日前后。陈
婷说，近几年冬季气温偏高，
入冬时间偏晚， 长沙这几年
都是在12月份入冬。 比如去
年是在12月24日。

即将迎来周末， 气象专
家提醒， 大家可趁着湖南的
美好阳光开展户外活动，不
过昼夜温差较大， 需适时增
减衣物。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周可

通讯员 王向 曾彦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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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8日讯 在外卖上
门、快递到家的今天，办理电力
业务能否变得如网购一样便
捷？今日，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
公司（简称“国网湖南电力”）举
行推介会，正式在全省推广“掌
上电力2019”APP。

“这一APP将原掌上电力、
电e宝、e充电、e约车、 光伏云
网、 国网商城、95598网站等电
力业务程序的优质核心服务功
能和新开发的诸多优化功能融
合到‘住宅、店铺、企事业、电动
车、新能源’5大频道中，总共可
提供近百项服务。”国网湖南电
力新闻发言人李宗赐介绍，从
报装、购电，到查找充电桩、新
装光伏发电等，“掌上电力
2019”无所不包，简单而言就是
基本实现了“电力业务，随时随
地一‘掌’通办”。据悉，即日起，
“掌上电力2019”新用户还可获
得赠送的低压居民生活电量。

功能：从报装、购电，到新
装光伏发电等无所不包

“出门走得急，经常忘记家
里的电器关没关， 以后再也不
怕了。”家住长沙市开福区的刘
女士第一时间进行下载安装，
在“住宅”频道，她家的用电情
况一目了然。 国网湖南电力相
关负责人介绍，面对居民、店铺
客户， 该APP可免费提供用能
分析服务，根据客户用电行为，
智能预测电费可用天数； 签约
代扣功能，实现签约自动续费，
避免欠费停电。

不仅如此。 该APP面对电
动车客户，如有充电需求，通过
“找桩充电”， 进入地图导航界

面，就近选择充电站点，查看充电
桩的可用状态、费用标准、支付方
式及运营商等信息。 计划采购电
动车的客户可享受“一网通办”带
来的买车、 买桩及办电一条龙服
务;面对企业客户，提供用电负荷
查询、用电趋势分析、增值税发票
等专业服务， 为客户合理错峰用
电、节能增效提供数据支撑，引导
客户更合理地用电， 降低自己的
用电成本，从而真正实现“掌电在
手，信息全有”。

国网湖南电力相关负责人介
绍，下一步，国网湖南电力将持续
创新迭代服务产品， 推出更多便
民、惠民的服务举措，满足三湘四
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提醒： 新用户还可获赠居民
生活用电

不仅可以方便用户， 记者了
解到，即日起，“掌上电力2019”新
用户还可获得赠送的低压居民生
活电量。

据悉，在手机上下载“掌上电
力2019”， 打开后输入手机号、验
证码、 登录密码等信息就可完成
注册， 再将注册账户和电力户号
进行关系绑定，就成为“掌上电力
2019”的新用户，注册账户中马上
可获得1200积分，折合电量10千
瓦时。

已注册并绑定户号的用户参
加“掌上电力2019”的推荐活动，每
成功推荐1人成为新绑定户号，可
获得400积分，折合电量3千瓦时。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表
示，后续还将在“掌上电力2019”中
开展“百万电费红包大派送”活动。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阳仑 李芬 马晋

电力业务，随时随地一“掌”通办
“掌上电力2019”APP全省推广 客户可享“一站式”服务，新用户还可获“送”电

新房拿到钥匙就拿到了房产证
长沙内五区试点“交房即交证”明年全面推开

链接
维护购房业主利益

“交房即可交证”切实保护了购房者的权益。购房者在交
房时就拿到不动产权证，是对物权的保护，可迅速实现对房
屋的处置、收益和融资等权利，既能缓解社会矛盾，又可促进
社会和谐。

立冬不等于入冬
周末晴好宜出行

11月8日，长
沙市开福区湘江风
光带， 五彩斑斓的
树叶在阳光的照射
下格外迷人。 当天
是农历二十四节气
中的“立冬”，长沙
城区最高气温达到
23℃，暖暖的阳光
让人感觉不到冬天
的到来。

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