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27日，在长沙望城高星物流园，志愿者协助返岗人员（左）搬运行
李。当日望城区委区政府组织12辆大巴车前往湖北省接回企业员工，280
多名湖北籍员工乘坐返岗专车抵达望城。 新华社图 文/记者虢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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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7日讯 查处
各类 交 通 违 法 同 比 增 长
12.4%，高速公路10类重点违
法查处量稳居全国前列，今天
上午，省公安厅召开全省公安
交通管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全面部署2020年全省公安交
管工作。

去年高速事故
下降55%以上

记者从会上获悉，2019
年全年，我省一般以上道路交
通事故同比减少1470起，死亡
人数同比减少365人； 特别是
高速公路事故起数、死亡人数、
受伤人数同比均下降55%以
上；查处各类交通违法同比增
长12.4%， 高速公路10类重点
违法查处量稳居全国前列；集
中整治顽瘴痼疾问题隐患2.9
万多处。10项交管“放管服”改
革措施全面落实，累计受理小
型汽车异地分科目考试业务
5.1万起，小型汽车驾驶证“一
证通考” 业务18.5万起， 为群
众、企业节约办事成本1120万
元， 便民惠企改革红利集中
释放。

紧盯4个重点，
加强隐患排查

会议部署了清明假期交
通安保工作。 今年清明节是
疫情稳定、 复工复产后的第
一个小长假， 群众扫墓祭祀
流、 旅游踏青流、 务工返乡
流、 学生返校流多股车流将
交织叠加， 预计全省高速公
路总流量将达到885万辆，日
均流量将达295万辆，较日常
180万辆上升63.9%，加之季
节性雨雾恶劣天气多发，道
路交通保安保畅压力持续加
大。 全省公安交管部门将提
前研判预警，加强路面勤务部
署，紧盯城市郊区、农村山区、
陵园墓区、 旅游景区等4个重
点，加强道路隐患排查，督促相
关部门采取切实管用措施，重
点整治急弯陡坡、临水临崖、平
交路口等危险路段。还将发动
乡镇党政干部、“两站两员”、驻
村辅警严守出村入镇等路口，
严防超员面包车、违法载人货
车出村、进山，坚决防止车辆
带病上路。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吴多拉

本报3月27日讯 省文明办、省民政
厅今天向社会发布2020年清明节“文明
祭扫”倡议书，希望大家携起手来，积极
响应移风易俗号召， 倡导新风， 保护环
境，共抗疫情，让清明节更加文明节俭、
绿色安全。

倡议书说，一年一度清明节将至，在
这慎终追远、 缅怀先人、 寄托追思的时
节，适逢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期，
战“疫”仍在继续，防控不能放松，缅怀先
人，重于心胜于形，生者的平安健康是对
逝者的最好告慰。

倡议书全文如下：
一、倡导文明祭扫。心中有情，不分

远近。倡导通过举办家庭追思会、书写心
灵家书、网上祭祀、植树踏青等现代文明
祭祀方式怀念逝者， 从注重实地实物祭
扫转变到传承优秀精神文化上来。

二、倡导节俭祭扫。百善孝为先，倡
导勤孝敬、厚赡养。亲人在世时，多关心、
多陪伴；亲人去世后，文明治丧、节俭祭
扫，不讲排场、不比阔气，抵制封建迷信
活动和低俗祭扫物品。

三、倡导绿色祭扫。倡导鲜花祭扫、
无烟祭扫，不在居民小区、道路两旁等公
共场所和山林等容易引发火灾的区域燃
放烟花鞭炮、点香烧烛、焚烧纸钱，让传
统节日回归清净与文明。

四、倡导安全祭扫。分时错峰祭扫，
减少人员聚集。遵守交通秩序，服从现场
指挥。按疫情防控要求自觉佩戴口罩，接受
体温检测和身份核验，缩短驻留时间。

五、倡导党员干部带头。广大党员
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做文明祭扫的
践行者、引领者。 ■记者 陈勇 杨昱

本报3月27日讯 省市场
监管局、发改委、财政厅、人社
厅、商务厅、人民银行长沙中
心支行今天下发通知，落实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委要
求，围绕推动复工复产等六个
方面，制定帮扶举措，为个体
工商户纾困送上“及时雨”。

推动复工复产。要求各地
严格落实分区分级精准复工
复产要求，结合本地疫情防控
实际，有序解除复工复产禁止
性规定。符合各地复工复产规
定的个体工商户，无须批准即
可依法依规开展经营活动。

优化政务服务。 对营业执
照登记事项变更的以及食品经
营许可证、 小餐饮经营许可证
到期或即将到期的， 在经营者
承诺保持经营条件持续合规的
情况下， 可延期至疫情结束后
一个月内办理， 个体工商户年
报时间延长至2020年12月底。

加大金融支持。 引导银行
机构加大对个体工商户的信贷
支持， 力争普惠型小微企业贷
款综合融资成本较上年降低0.5
个百分点， 对受疫情影响严
重，到期还款困难以及暂时失

去收入来源的个体工商户，不
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落实
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根
据个体工商户申请， 给予一定
期限的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安
排。 还本付息日期最长可延至
2020年6月30日，免收罚息。

落实税费优惠政策。 对以
单位身份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实
行社保费用减免措施。 落实对
个体工商户的税费优惠政策。
对承租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
类生产经营用房的个体工商户
予以适当租金减免，即免收1个
月租金，减半收取2个月租金。

支持利用电商平台开展
经营。支持个体工商户通过电
商平台开展多种形式的线上
经营活动， 积极运用移动支
付、社交电商等新业态、新模
式拓展业务，推进线上线下融
合发展。鼓励我省电商平台放
宽个体工商户入驻条件、适当
降低平台服务费。

推动政策落地落细。针对
通知提出的各项要求，各地要
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
细化落实措施。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周闯

本报3月27日讯 今天上
午，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
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
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特别峰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 研究部署全省春耕生
产、水利建设和防汛备汛等工
作。省委书记杜家毫主持会议
并讲话。

重点防范境外疫情输入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介绍了我国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践经验，就
加强疫情防控国际合作、稳定
世界经济等提出了一系列重
要主张，展现了负责任大国担
当，践行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 对国际社会坚定信
心、齐心协力、团结应对，凝
聚起战胜疫情的强大合力具
有重要意义。 我们要毫不松
懈抓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切实加强全球疫情形势分析
研判和风险评估， 重点防范
境外疫情输入， 不断巩固拓
展疫情防控成果。 要加快建
立同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
社会运行秩序， 全面恢复生
产生活秩序， 抓好脱贫攻坚
各项任务， 坚决夺取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把粮食生产作为头等大事
会议强调，粮食稳则天下

安。当前正是春耕生产的关键
时期， 作为全国粮食主产省
份，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把

粮食生产作为“三农”工作头
等大事和首要任务来抓，自觉
扛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和耕
地红线的重大责任，坚持疫情
防控和春耕生产两手抓、两不
误、两促进，在政策制定、工作
部署、 资金投入上予以倾斜，
为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
实基础。要加强领导、压实责
任，加大各项惠农政策的宣传
和落实力度，进一步完善粮食
生产考核体系，督促各地落实
粮食生产计划，充分调动广大
农民种粮积极性。

始终绷紧防汛抗灾这根弦
会议指出， 即将进入汛

期，全省各级各部门特别是领
导干部要切实增强风险意
识、树牢底线思维，积极总结
运用过去行之有效以及在这
次疫情防控中形成的经验做
法和工作机制， 始终绷紧防
汛抗灾这根弦，举一反三、未
雨绸缪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
作。 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摆在首位， 突出抓
好水库防守、堤垸保安、城市
防洪、山洪防御等工作，重点
抓好隐患排查整改、 应急预
案修订、预报预警、水工程调
度、人员培训、巡查防守、物
资保障、 应急演练等关键环
节， 加快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项目复工复产， 抓紧扫尾冬
春水利工程建设。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记者 贺佳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杜家毫主持并讲话

增强风险意识，未雨绸缪做好防汛备汛

清明小长假全省高速总流量将达885万辆
紧盯郊区、山区、墓区、景区，严查超员面包车、违法载人货车出村、进山

我省六部门出台举措，为个体工商户纾困
符合规定的个体户无须批准即可经营

缅怀先人，重于心胜于形
我省发布清明节
“文明祭扫”倡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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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今天从长沙交警获悉，持续强降雨天气对长沙
交通通行和交通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影响，长沙交警及时
启动雨天交通管理应急预案，将近期大雨天气路面早巡
时间提早到6:30，同时与气象、城管、市政、消防等部门建
立了应急联动机制，确保不发生恶劣天气长时间大规模
交通拥堵及严重交通事故。

长沙交警启动雨天应急预案

专车接湖北籍
员工返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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