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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万人次投票
长沙第六届“十大
年度新闻事件”揭晓

本报2月15日讯 经过层层严
格推选，今日上午，以“回望精彩 砥
砺前行” 为主题的长沙市第六届
“十大年度新闻事件”（2016） 评选
活动结果揭晓。

评选过程中， 市民广泛参与，截
至2月3日，参与投票公众超过40万人
次。

最终入选的十大新闻事件分
别是：中国共产党长沙市第十三次
代表大会召开，明确“创建国家中
心城市，实现基本现代化”奋斗目
标；仁心医生李良义感动星城，“两
学一做”树典型；长沙史上最严招
生入学政策出台，“阳光招生”力击
“择校风”；长株潭城际铁路开通运
营，长沙立体交通网络成形；长沙
基本解决房产证“老大难”遗留问
题；长沙率先全省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达标市，连续九年获评“中国最
具幸福感城市”， 被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授予“中国可持续发展城市
奖”； 长株潭获批创建“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群，长沙智能
制造中心建设如虎添翼；湖南首个
临空型综合保税区———长沙黄花
综合保税区获批；长沙获评“东亚
文化之都”，为湖南赢得首张“文化
标识”国际名片；“鹊山模式”入选
2016中国十大年度改革案例。

■记者 张文杰 实习生 李丹琦

“情人节”长沙消防夜查
7家隐患单位被查封

本报2月15日讯 为有效预防
和减少节日火灾事故，2月14日晚，
长沙市消防支队成立专项夜查组开
展“情人节” 消防安全地毯式大排
查，共检查单位207家、发现火灾隐
患200处、整改隐患251处、下发整
改通知书140份、 下发行政处罚决
定书10份、 临时查封7家、“三停”7
家。当日0时至24时，全市共发生火
灾22起， 同比2016年上升36%，未
发生有较大影响以上的火灾事故。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杨印泉

本报2月15日讯 今后， 如果
有人酒驾，除了扣分罚款等处罚，
还将面临多部门失信联合惩戒。
近日，省公安厅联合省发改委、中
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等八部
门共同制定发布《湖南省机动车
驾驶人文明交通信用信息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将机
动车驾驶人的常见交通违法行为
分为一般、较重、严重三层次失信
行为，每一层次将有银行、省教育
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
厅等多部门联动实施的不同程度
惩戒。《办法》 已于2月1日起正式
实施。

失信等级分三类

《办法》 适用对象包括持有
我省驾照的人，在我省注册登记
机动车的个人或机关、 社团、企
事业单位的法人，车辆所属运输
公司（经营企业）的负责人等。如
果没有拿到驾照，或者是外省的
驾照、机动车所有人，在我省发
生了交通失信行为， 也参照该办
法执行。

《办法》 将失信等级分为一般
失信、较重失信、严重失信三类，有
效期分别是1年、3年和5年。文明交
通信用信息在有效期内披露。

交通违法将被联合惩戒

对一般交通失信记录的主
体予以提醒、教育，并督促改正。
对较重失信交通违法的主体，将
作为行业日常监督检查或抽查
的重点对象，还将向特定主体公
开文明交通信用信息等。对严重
失信交通违法行为的主体，将列
为行业重点监控和监督检查对
象，撤销行业荣誉称号，自做出
行政处罚之日起，一年内暂停或
取消与失信行为相关的职业资
格或资质评定等惩戒方式 。 同
时，严重交通失信记录将纳入人
民银行征信系统，作为银行在审
批发放个人贷款时，评价个人信
用状况和作出授信决策的重要
参考，予以相应贷款限制。

此外，校车、工程运输车驾驶
人有较重或严重交通失信记录
的，由教育行政、城市管理等主
管部门通报所在单位，建议予以
内部处理、转岗或解除聘用。

做志愿者，可修复一般失信

对信用等级有异议怎么办？
对文明交通信用记录有异议的，
可以填写《湖南省文明交通信用
记录异议申请表》，向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对交通安
全违法行为处罚有异议的， 可以
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
诉讼。

《办法》同时列出了修复信用
的渠道，1年内参加文明交通志愿
服务活动满60个小时， 或因见义
勇为被市级以上表彰评为先进个
人的， 可以对一般失信信用信息
记录进行修复。

■记者虢灿 通讯员
雷文明陈玉科

本报2月15日讯 今日上午，长
沙市雨花区举行2017年区委经济
工作会议。2016年， 全区完成地区
生产总值1105.7亿元（含长烟），财
政总收入137.5亿元， 地方公共财
政预算收入58.4亿元， 税收占比提
高3.3个百分点，各项主要经济指标
稳居中部省会城区前列，跻身全国
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区第34位、
全省城区第一。

■记者 叶子君 通讯员 管娟

交通违法捆绑“失信”，将受联合惩戒
湖南出台文明交通信用管理办法 严重交通失信，个人银行贷款将受限

一般失信行为：
(一)上道路行驶的机动

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故意
遮挡机动车号牌的；

(二)未取得机动车驾驶
证驾驶机动车的；

(三)驾驶与驾驶证载明
的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车
辆的；

(四)机动车所有人所属
机动车自注册登记之日起
在一个记分周期内有闯红
灯、超速、非法超限、红绿灯
路口车辆不按规定依次等
候、违规实线变道或妨碍他
人正常行驶、 占用应急车
道、不礼让斑马线、逆行、驾
驶人拒不服从交警指挥等
重点交通违法记录累计10
次以上的；

(五)公路客运、旅游客
运、校车、危险货物运输车、
教练车、工程运输车驾驶人
等一个记分周期内驾驶证
被记6分以上的， 其他机动
车驾驶人一个记分周期内
被记满12分的；

除本条上述五项外的
其他交通违法记录一个记
分周期内累计20次以上的。

较重失信行为：
(一)驾驶机动车发生致

人轻伤以上道路交通事故
且承担主要责任或全部责
任的，或发生致人死亡且承
担同等以上责任的 (含因第
七条第二款所列情形引发
的交通事故)；

(二)饮酒、服用国家管
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
品后驾驶机动车的；

(三)擅自改变机动车外
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数据的；

(四) 驾驶拼装载客、货
运车辆上路行驶的；

(五)以欺骗、贿赂等不
正当手段取得机动车登记
或者驾驶许可的；

(六)有伪造、变造或者
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
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
保险标志、校车标牌、驾驶
证情形之一，或者使用其他
机动车号牌、行驶证、驾驶
证情形之一的；

(七)个人、团伙驾驶机
动车故意造成交通事故或
者伪造事故现场， 以敲诈、
威胁、私了等方式达到向他
人索要钱财尚未构成犯罪
的，除按照法律法规予以相
应处理外，对故意实施者仍
按照构成较重交通失信行
为从严处理；

(八)机动车所有人在机
动车检验有效期届满后连
续2个周期以上没有参加定
期安全技术检验的，机动车
所有人在汽车达到强制报
废标准1年后仍没有办理注
销登记的；

(九) 驾驶已达到报废标
准的机动车辆上道路行驶的；

(十)公路客运、旅游客
运、校车、危险品运输车、教
练车驾驶人一个记分周期
内驾驶证记满12分的；

(十一)未取得校车驾驶
资格驾驶校车接送学生的；

(十二)机动车驾驶人一
个记分周期内发生一般交
通失信行为3次以上的；

(十三)机动车所有人所
属机动车每年度涉及一般
交通失信行为3次以上的；

(十四)明知他人未取得
机动车驾驶证，仍将机动车
交由未取得驾驶资质的人
驾驶的；

(十五)机动车驾驶人一
个记分周期内严重交通违
法行为被他人举报查证属
实，累计3次或以上的；

(十六) 驾驶人拒绝、妨
碍公安交警、路政执法人员
管理被治安处罚的。

严重失信行为：
(一)因交通肇事罪被法

院判处有期徒刑的；
(二)构成危险驾驶罪或

者因交通肇事罪被法院判
处拘役的；

(三 ) 收到追偿通知书
后，有能力履行却逾期不履
行道路交通事故救助资金
偿还义务的；

(四)机动车驾驶人一个
记分周期内发生较重交通
失信行为3次以上的；

(五)机动车所有人所属
机动车每年度涉及较重交
通失信行为3次以上的；

(六)驾驶人用暴力手段
阻碍公安交警、路政执法人
员执行公务构成犯罪的。

《冬春火灾防控》

雨花区主要经济指标
全省城区第一

这些都是失信行为

专项整治校园及周边餐饮安全
2月15日，长沙市芙蓉区育才学校，联合执法队员对学生食堂进行食品安全突击检查。当天，芙蓉区东

广济桥社区、 芙蓉区食药监所等单位联合对辖区内各中小学校食堂及周边餐饮食品门店开展专项整治行
动，当场对3家问题门店做出处罚，并责令限期整改。 记者 徐行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