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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8日讯 开车的市民
请留意了！今日，长沙城投联合交警
部门发布了湘府路快改万家丽互通
半封闭方案，4月20日至7月31日，
湘府路快改万家丽路口拟实行半封
闭，对东西向交通实施半封闭施工，
禁止所有车辆由东往西行驶， 由西
往东车辆可正常通行。 开车的市民
请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 注意选择
周边绕行。

长沙南二环及南部城区交通
压力很快有望“松绑”。据介绍，预
计6月底， 湘府路快改花侯路以西
段主线桥梁将具备通车条件，全线
预计9月底达到通车条件。 随着湘
府路快改通车，长沙河西到长沙火
车南站将添一条便捷通道。届时大
家可开车从河西西二环走湘府路，
再转红旗路到长沙火车南站，将是
一条全程无红绿灯的快速路，再向
北行驶还能直达星沙。

湘府路快速化改造工程是长沙
南部一条东西走向的城市快速路，
西起湘府路大桥，东至红旗路，正线
全长约11.85公里，全线以高架桥梁
为主， 局部设置下穿隧道及地面道
路。湘府路快速化改造，将通过8条

匝道与万家丽路实现全互通， 其中
万家丽互通主线桥面施工难度非常
大。

据施工方———中铁大桥局湘府
路快速化改造工程Ⅰ标项目部有关
负责人介绍， 万家丽互通主线桥面
离地面高度约40米， 在钢梁架设前
有96组临时墩支架需要安装， 临时
墩支架最大高度达36m； 在支架搭
设完成后有159次大节段钢箱梁吊
装， 其中19次跨越既有万家丽高架
桥；此外还有约650片钢板组合梁在
万家丽互通区域吊装或运输， 而且
所有钢梁架设完成后还有数千条焊
缝需焊接， 所有这些工作基本在高
空作业，施工难度极大。他说：“目前
湘府路交通流量较大， 若不采取封
闭措施，势必会造成车辆严重拥堵，
极易造成交通安全事故， 而且在施
工过程中一旦发生高空坠落， 很可
能会危及车辆、行人安全。”

采取半封闭施工方案后， 绝大
多数的吊装及焊接工作可在围挡内
实施， 安全方面得到了极大改善。同
时，湘府路高架主线及部分匝道施工
可同步进行，施工功效将大为提升。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吴叶群 韩巍

实际上，为了实现“互动
网+银税服务”模式，在此次集
体签署“线上银税互动”合作
协议前，包括建设银行、长沙
银行在内的多家银行，就已经
抢先推出了全流程线上信用
银税贷产品，率先实现“线上
银税互动”， 整个贷款过程两
三分钟就能完成。

长沙道源智慧流体科技
有限公司创办于2009年，公
司有40多种矿山冶炼合金泵
产品。但作为小微企业，资金
始终是制约公司发展的最大
障碍。“2018年底，我们要给供
应商集中付款， 货款又没到
位，还得赶制新产品，资金非
常紧张。” 该公司法人代表卢
翠兰回忆，在了解到企业的难
处后， 因为公司纳税记录良
好，长沙银行为企业提供了88

万元的信用贷款。“不用跑银
行，网上申请即可，从申请到
审批仅仅花了两分钟左右，很
便捷。”

株洲三鑫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长期为大型国企、机务段
提供电机配件等配套设施。由
于下游公司账目核算程序严
格，平均账期1-3个月，从而
导致资金经常被占压，公司参
与投标的重大项目经常受限。
公司法人代表王勇曾多次找
银行寻求解决办法，但由于贷
款办理流程繁琐、 成本高、审
批额度太小等原因，无法及时
解决企业实际困难。当地税务
部门了解这一情况之后，推介
了建设银行的“云税贷”产品，
纳税信用良好的他立即进行
申请，仅用时三分钟就在线获
得了106万元的信用贷款。

足不出户可在各大银行凭税换贷
21家银行加入“线上银税互动”，小微企业融资驶入“快车道”

帮助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翻越融资“高
山”， 是当前我省优化营商环境大行动的重要内容
之一。4月18日，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与中国
银保监会湖南监管局联合举办湖南省银税合作推
进会，与建设银行、长沙银行等21家金融机构签订
“线上银税互动”合作协议。这意味着，我省纳税信
用良好的小微企业，今后足不出户
即可在各大银行获得贷款。

■记者 潘显璇

“银税互动”由湖南税务部门发起，与银行业金
融机构签订合作协议， 双方建立起征信互认和纳税
信用评价结果共享机制。 银行业金融机构根据税务
部门提供的小微企业纳税信用信息， 给予纳税信用
评价（根据纳税人在一个自然年内的纳税信用所评
定的级别）为A、B、M级的小微企业一定额度的信用
贷款，以“纳税信用”换取“银行信用”，破解小微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银税互动”

“线上银税互动”机制全面普及

早在2015年9月， 湖南
税务部门就启动了“银税互
动”工作，与建设银行、交通
银行等7家银行签订了首批
“银税互动”合作协议，建立
起了双方征信互认和纳税
信用评价结果共享机制。银
行根据税务部门提供的小
微企业纳税信息， 给予纳税
信用良好的小微企业一定
额度的信用贷款。

数据显示，3年多来，首批
签约银行累计为2.4万余户小
微企业提供信用贷款209亿
元，有效推动了湖南民营经济
和小微企业的发展，取得了良
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反响。

此次推进会，签约银行由

之前的7家增至21家， 意味着
“银税互动” 机制在湖南金融
领域得到全面推广。 同时，针
对小微企业申请贷款“两头
跑”的痛点，税务部门与21家
银行共同搭建了“线上银税互
动平台”， 将银税信息互动由
线下搬到线上， 通过系统对
接、数据直连的方式，进一步
简化了小微企业涉税信息查
询流程。

“在21家银行的大力支持
下，‘线上银税互动平台’将为
湖南小微企业、民营企业提供
更多、更好、更优的服务模式
和产品选择。” 国家税务总局
湖南省税务局局长周巧艺表
示。

两三分钟即可完成线上贷款

明起湘府路快改万家丽路口将半封闭
所有车辆禁止由东往西行驶 时间：4月20日-7月31日

▲在湘府路万家丽互通封闭施工期间，保留北往
南、北往西、北往东、西往东、西往南通行能力，其他方
向有图中所示线路进行绕行，图中标 红阴影为本
次施工影响区域。

长沙启动
教师读书工程
全市各中小学
将建读书学习制度

本报4月18日讯 “世
界读书日” 即将到来，今
日， 长沙市启动教师读书
工程。根据相关实施方案，
全市各中小学将建立读书
学习制度， 要求每位教师
要制定读书计划， 做到每
天读书、 每学期至少读一
本好书。

“学校应该成为全民
阅读的窗口， 老师应该成
为全民阅读的带头人。”长
沙市教育局局长卢鸿鸣介
绍，区县（市）教育局和学
校可以在教师培训经费
中， 安排一定的经费购买
书籍， 免费发放给教师阅
读。 除学校每学年为教师
免费订购图书外， 教师还
应该自主选择购买优秀书
籍，广泛阅读。学校要进一
步加强图书室、 阅览室建
设， 保证有足量图书提供
教师阅读。 市教育局将组
织市级教师读书沙龙活
动。各区县（市）和学校每
年要举行一次读书汇报
会、读书心得交流会、读书
演讲比赛、 读书随笔展评
等读书交流活动， 为教师
搭建读书交流平台。 凡是
读书活动优秀的教师，继
续教育学分每年可适当增
加。 ■记者 黄京

本报4月18日讯 一个康复患
者往往需要长期、频繁的康复治疗。
但路途远、时间长、频次高、后续康
复护理跟不上等状况， 不但会导致
患者抵触康复，还会影响康复效果。
今天， 在第四届潇湘康复护理高峰
论坛上，由省人民医院牵头的“康复
专科护联体基层行”活动启动，康复

专科护联体将组织专家团队， 下沉
至基层医院， 加强基层医院的康复
护理质量、培养基层康复护理人才、
加速前沿康复护理技术推广、 全面
普及康复知识， 让基层患者不出远
门就享受到高质、专业、安全、全面
的康复医疗照护。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张维夏 陈静

“康复专科护联体基层行”活动启动
让基层患者在家门口享受康复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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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米高空作业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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