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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5日讯 今天，
记者从长沙市发改委获悉，
针对今年1月下发的《关于贯
彻〈湖南省机动车停放服务
收费管理办法〉 的实施细则
（试行）》（下称《实施细则》）
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具体
问题，经省发改委同意，该委
联合长沙市公安局、 长沙市
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再次
发布《关于明确我市停车服
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下
称《通知》）。

残疾人驾驶专用车
免收停车费

今年1月发布的《实施细
则》中，车辆在长沙公共停车
场停车不超过15分钟仍免
费，但计时及计次收费标准有
了调整：按计时方式，核心区域
白天时段， 首小时内2元/半小
时，首小时后3元/半小时；核心
区域夜间时段即20:00-次
日7:00，1元/小时。 按计次
方式， 每次15元，24小时最
高限价50元。《实施细则》从
2月1日起实施， 拟试行二
年。长沙各县（市）可根据本
地实际在不高于全市统一标
准的原则下制定本地区停车
收费标准。

关于15分钟停车免费问
题，《通知》 再次明确对进入
未设置即停即走专用通道的
停车场， 即停即走或停放15
分钟以内（含15分钟，独立专
业机械立体停车楼除外）的
车辆， 也免收机动车停放服
务费。

关于残疾人驾驶的车辆
停车免费问题，《湖南省机动
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湘价服〔2014〕11号）规定，
公共停车场、 道路临时停车
泊位等公共停车场所对持有
合法残疾证的残疾人驾驶
的车辆，免收机动车停放服
务费。《通知》指出，该项规
定中的“残疾人驾驶的车
辆”是指残疾人驾驶的残疾
人专用车辆。

多次进出同一停车场
24小时内最高收费50元

《通知》还明确，24小时
的最高限价是指车辆在某一
计费期间首次进入停车场算
起，24小时内多次进出或连
续停放24小时的最高限价
(最高50元)。 对同一台车辆
在24小时内多次进出同一
停车场的， 可分次按标准收
费，但不得超过24小时最高
限价。

对多次进出背街小巷且
使用临时停车泊位的车辆，
24小时内最多按2次收取停
车费， 具体标准按对应区域
的收费标准执行。“这也就是
对关于24小时内多次进出停
车场的车辆计费问题， 实行
24小时的最高限价。”长沙市
发改委服务价格处相关负责
人表示， 同一台车辆在24小
时内多次进出同一停车场
的， 不管分时计费还是分次
计费，24小时不得超过50元
的最高限价； 对多次进出背
街小巷且使用临时停车泊
位的车辆， 各路段收费标
准不一， 最高收费为每台
10元/次，每次12小时，也就
是说24小时内停车费最高将
不超过20元。

■记者 陈月红

本报12月5日讯 今日，长沙
市国土资源局发布了《关于全面
推行不动产（二手房）买卖合同网
签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将
在长沙市内五区全面推行二手房
网签。从发布之日起，市民可在长
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各网、 登记
中心授权的金融机构以及第三方
机构进行办理。

数据显示，今年10月，长沙二
手住宅价格指数高达114.3，涨幅
稳居全国第一，新建商品住宅、二
手住宅价格涨幅双双居中部省会
城市首位。

同时， 市场的火爆也滋生了

不少问题。“过去一段时间， 长沙
市不动产（二手房）交易的合同签
订、 中介代理等存在一些不规范
行为，出现不少民事纠纷。”长沙
市国土资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维护房地产市场交易的正常秩
序，特推出全面网签。

如何申请二手房合同网签？
按照《通知》，买卖双方自行进行
不动产（二手房）交易的，可在长
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各网点签订
并打印合同， 或在登记中心授权
的金融机构进行自助网签。 买卖
双方委托第三方机构买卖， 如第
三方机构已得到长沙市不动产登

记中心授权使用《长沙市不动产（二
手房） 网上申请及资金监管服务平
台》， 则可在第三方机构进行网签。
上述第三方机构指具有从业资质的
房屋中介机构、担保、金融机构等。

《通知》指出，文件中所指“我市
不动产”为市本级（芙蓉区、开福区、
雨花区、岳麓区、天心区）区域范围
内的不动产。“通过网签进行交易，
其交易的不动产标的物能够通过不
动产登记中心核定是否已办理了登
记，取得了物权公示效力，交易的安
全性和合法性能够得到保障。”长沙
市国土资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记者 卜岚

本报12月5日讯 上周
（11月27日-12月3日），我省
以阴雨天气为主， 其中11月
28日-30日受强冷空气影
响， 出现了一次较明显的降
温降雨天气过程；12月2日开
始， 大部分地区天气逐渐转
好，气温缓慢回升。省气象台
预计， 未来一周省内降水明
显偏少， 湘东多云间晴天气
为主， 湘西晴雨相间，6日晚
-7日湘西局地有小雨； 冷空
气活动频繁， 但势力较弱，7
日晚、11日将有2次冷空气影
响过程，气温略有起伏。

昨天， 全省以多云间晴
天气为主，气温略有回升，湘
北局地出现了大雾， 湘东部
分地区出现了霾。监测显示，
4日8时至5日8时， 仅湘南局
地出现了小雨； 最高气温湘
东南11℃-13℃， 其他地区

14℃-16℃；最低气温湘北5℃
-7℃， 其他地区8℃-10℃；全
省共发布预警信号大雾1县次、
霾17县次。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 未来
一周全省降水明显偏少， 湘西
晴雨相间， 其他地区以多云间
晴天气为主；6日早晨湘东南局
地有大雾； 主要冷空气影响过
程在7日前后， 气温有所起伏，
7-9日省内大部分地区最高气
温变化不明显， 但最低气温有
所下降，在2℃-4℃之间。

气象专家提醒， 近期降水
偏少，湿度较小，需加强森林防
火，严控野外用火；气温有所波
动，早晚气温较低，公众需注
意保暖，及时增加衣物；另外，
部分地区出现的雾和霾天气
对交通出行有不利影响， 请谨
慎驾驶。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戴帅汝

本报12月5日讯 近日，
2017�“绿色湘军杰出人物
奖”评选拉开帷幕。此次活动
由湖南省环保志愿服务联合
会、 阿拉善SEE湖南项目中
心、 湖南省环境保护宣传教
育中心等共同主办， 旨在进
一步激发公众环保意识，鼓
励更多的人投身于环境保护
与可持续发展事业。

记者了解到，此次评选主
要针对2017年度在全省范围
内，推动湖南本土环保事业发
展、 促进湖南生态环境改善，
对环境保护工作作出突出贡
献并具有一定影响的社会环

保人士。为此，评选组委会专
门推荐了四个候选资格关联
词，供公众提名、投票时参考，
它们分别为：贡献力、重要性、
影响力和持续性。

此外， 本届评选还将通
过评选启动、候选人推荐、初
评、提名人公示并投票、复评
等五个阶段。即日起，公众可
以通过关注公众号： 湖南环
保 联 合 会（hunan-huan-
bao）进一步了解本届评选的
详细情况， 也可以通过电话
（0731-85500081） 进行咨
询，并报名参与本届评选。

■记者 和婷婷

5日，来自湖南省环境空气质量
自动监测与预报发布平台的数据显
示，14个市州中长沙、 娄底、 岳阳、常
德、益阳、湘潭6市空气质量为重度污
染，郴州、永州、株洲、衡阳、邵阳5市
为中度污染，怀化、湘西州、张家界为
轻度污染。 时至下午， 污染慢慢减
退，天气稍有好转，省环境质量发布
平台的数据显示，当日15时，全省14
个市州的空气质量已无重度污染。

此外， 据省环境质量发布平台
的数据显示， 预计6日天气持续好
转，全省14个市州中，长沙、湘潭空
气质量为中度污染， 湘西州和张家
界空气质量为良， 其余市州空气质
量为轻度污染。 ■记者 和婷婷

长沙明确停车服务收费规定：未设置即停即走专用通道的停车场，停车15分钟内免费

不论计时计次，停车一天不超50元

《通知》表示，按照《长沙市机动车停车场管理办
法》（长沙市人民政府令第112号） 对公共停车场的定
义， 是指为不特定社会公众提供机动车停放服务的场
所（道路临时停车泊位除外）。

链接
何为公共停车场

“绿色湘军杰出人物奖”评选启动

未来一周全省降水偏少 明日气温略有起伏

湖南多地空气质量
出现重度污染

长沙内五区全面推行二手房网签
网点、金融机构、第三方机构均可办理

12月5日，省森林植物园内，彩叶植物呈现出五彩斑斓的颜色层次，仿佛是大自然的“调色盘”，壮美
如画醉游人。省森林植物园有枫香、红枫、银杏等彩叶植物150多种，彩叶植物面积达800多亩。目前，园
内的枫叶大面积转红，进入最佳观赏时节。 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彭炜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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