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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 （记者 陈
淦璋 通讯员 汪加武 段婧轩）记者今
天从省住建厅获悉，《省政府办公厅关
于推进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施工图审查制度改革的意见》（简称
《意见》）已经印发。据悉，这也是我省
在全国率先以省政府名义发文推进这
项改革。

施工图审查是工程建设基本程
序。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多头报审
费时费力、 纸质施工图送审成本高等

弊端开始显现。根据国务院“放管服”
改革要求， 推进施工图审查制度改革
成为一项重要任务。

《意见》指出，到2018年底前，我
省将理顺住建、人防、消防等部门施工
图审查管理体制， 建立统一的全省施
工图管理信息系统， 全面推行施工图
多审合一、 多图联审和“互联网+图
审”，让建设单位送审施工图“零跑路”
“零付费”，让“智慧住建”惠及实体经
济。

我省将施工图审查服务列入政府
购买服务目录。建设单位无需再向施工
图审查机构、防雷装置设计技术评价单
位、人防工程施工图审查单位支付相应
服务费，预计每年可为建设单位节省开
支2.6亿元以上。

我省将采用“定点入围+计算机
轮候+电子采购”方式，确定单个项目
审查服务机构，提升委托效率，防范廉
政风险。省住建厅估测，实施网上电子
采购委托，一个项目可在2个工作日内

完成审查机构选定和相关服务合同签
订，跟传统的线下委托相比，效率提升
3至5倍。

同时，着力解决多头审查协调难、
效率低的问题。 以一个中型房屋建筑
工程（含结建式人防工程）为例，按线
下分别报审，完成勘察文件、施工图设
计文件审查和防雷装置、人防、消防审
核的耗时通常超过80个工作日；而推
行多审合一、多图联审后，仅需20个
工作日。

湖南日报 12月 14日 讯 （记 者
刘银艳 ）重点推行按病种付费，开展
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试点，完
善按人头付费、 按床日付费……记
者今天从省人社厅了解到， 我省基
本医疗保险支付方式面临重大变
革，2017年起， 在全省推行不少于
100个病种实施按病种付费，到2020
年，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覆盖所有医
疗机构及医疗服务。

为更好地保障参保人员权益，规
范医疗服务行为， 控制医疗费用不合

理增长，日前，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
于进一步深化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方式
改革的实施意见》（简称《意见》），明确
将进一步加强医保基金预算管理，全
面推行以按病种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
式医保支付方式。

其中，对住院医疗服务，主要按病
种、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长期、
慢性病住院医疗服务可按床日付费；
对基层医疗服务，可按人头付费，积极
探索按人头付费与慢性病管理相结
合； 对不宜打包付费的复杂病例和门

诊费用，可按项目付费。
2017年起， 在全省推行不少于

100个病种实施按病种付费， 总结和
推广病种分值付费， 选择部分地区开
展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试点，开
展按人头付费、 按床日付费等多种付
费方式改革。到2020年，医保支付方
式改革覆盖所有医疗机构及医疗服
务， 逐步建立起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发展相适应、 激励与约束并重的多元
复合式医保支付制度。

《意见》还明确了与多元复合

式医保支付制度相配套的改革措
施， 包括加强医保基金预算管理、
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机构与医疗机
构的协商机制、完善医保支付政策
措施、协同推进医药卫生体制相关
改革等。

《意见》要求，人社部门要牵头做
好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的组织
实施工作， 积极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制
定具体实施方案和配套措施。2018年
3月前，各市州要制定医保支付方式改
革实施方案。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记者
曹娴）省环保厅今日通报11月全
省环境质量状况：全省14个市州
城市空气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69.7%， 空气质量排名前三位的
是吉首、张家界、郴州，排名后一、
二、三位的是湘潭、长沙、常德；全
省地表水水质总体为优。

11月，14个市州城市空气平
均优良天数比例为69.7%， 与上
年同期相比下降13.9%， 形势不
容乐观；细颗粒物PM2.5、可吸入
颗粒物PM10平均浓度分别为66
微克 /立方米和100微克 /立方
米，均同比上升30%以上。其中，
PM2.5浓度值仅张家界下降，其
余13个市州都有上升，尤其是湘
潭、长沙、株洲的浓度值分别同比
上升了 75% 、58.2%和 23.1% ；14
个市州的PM10浓度值全部上
升， 上升幅度较大的有娄底、岳
阳、邵阳和永州。臭氧、二氧化氮
的浓度值同比也有大幅上升。

综观1至11月， 长株潭三市
的空气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76.3%，低于全省平均水平8个百
分点，均低于年度基本目标值，形
势非常严峻。与上年同期相比，长
株潭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下降3.4
个百分点，其中株洲、湘潭分别下
降5.2个百分点、4.6个百分点。

全省地表水水质总体为优，
局部有所下降。345个监测评价
断面中，319个水质断面达标，占
92.4%。 全省29个饮用水源地监
测断面中，28个水源地水质达标。
60个“水十条”国家考核断面中，
52个断面水质达到2017年考核
目标。11个洞庭湖湖体断面水质
总体为轻度污染， 与上年同期相
比，湖区总磷平均浓度由0.097毫
克/升下降为0.068毫克/升。

针对11月份和全年环境质量
存在的问题， 省环保厅组织召开
环境质量和环境治理战役会商
会。 省环保厅厅长王一鸥要求加
大督察督办， 高度重视特护期的
大气污染防治， 尽最大努力推进
环境质量和各项工作目标的实
现。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 （记者 李治
通讯员 廖亚柳）长沙市国土资源局日前发
布《关于全面推行不动产（二手房）买卖合
同网签工作的通知》，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
心今天正式公布了操作细则。即日起，市本
级不动产（二手房）转移登记业务受理，原
则上均以带条码的网签合同为准。

不动产（二手房）交易的合同签订、中
介代理以及后续的登记办理以往存在一
些不规范行为，出现不少民事纠纷。为了
维护房地产交易市场健康有序发展，长沙
市国土资源局决定推行不动产（二手房）
买卖合同网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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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交易毁约
难度。通过网签进行的不动产（二手房）交
易，其交易的不动产标的物能够通过长沙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核定是否已经办理了
登记，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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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网签流程为：在合同签订时，买卖
双方需提供合法有效的证件，包括不动产权
属证书（含房产证）、身份证件及其他资料（法
定委托代理人）等。网签合同和相关表格在签
订合同时一并打印，并由双方当事人（法定委
托代理人）签字。合同签订后须通过网上预约
业务办理，进窗时由工作人员核验合同、申请
书等相关资料及当事人身份信息。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记者
邹靖方） 为推进湖南优质商家走
出湖南， 向全国买家展示湖南原
产地优势， 中国第一届商人节日
前在湖南高桥大市场开幕。 全球
最大的B2B平台1688联合湖南高
桥大市场， 线上线下致力打造全
国首个样板市场， 帮助湖南优质
产品通过线上线下共同走出去。

商人节， 是由阿里巴巴集团
旗下内贸平台1688发起的活动，
时间在“双12”结束之后的一周。
12月9日起， 高桥大市场成为阿
里巴巴商人节落地的32个分会

场之一，也是重点分会场。活动共
设55个标准展位，参展产品主要
有湘茶湘莲、 饼干糕点、 麻辣熟
食、酒水槟榔、休闲饮品、洞庭水
产、 保健品等200余种湖南特色
食品。千家企业现场订货。

据悉， 本次活动是阿里巴巴
1688.com与全国专业市场合作
首秀， 以推进全国专业市场的改
革与发展， 促进中小型企业交易
数据化、智能化、智慧化，为广大
经销商提供品种齐全、绿色健康、
安全可靠的优质货源， 打造属于
B端商家自己的节日盛典。

施工图“多审合一”“多图联审”
湖南改革为全国“探路”，预计每年可为建设单位节省2.6亿元以上

湖南医保支付方式有重大变革
全面推行以按病种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

阿里巴巴商人节落地高桥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谭萍） 湿冷天气
还将维持。气象预报称，未来7天
省内冷空气活动频繁， 平均气温
较低，15日晚湘西北局部山区有
雨夹雪或冻雨，16日天气自北向
南逐渐好转， 不过受到辐射降温
的影响，最低气温还将继续下降，
到了18日前后，多地将迎来入冬
以来最冷早晨。

省气象台称，冷空气影响湖
南的时段为14日至17日， 还有
19日。18日前后， 部分地区最低

气温有可能跌破冰点，将会是今
年入冬以来最冷的早晨。为什么
天气转好，反而气温更低？气象
专家介绍， 冬季出现阴雨天气
时，空中有较多的云，且云的高
度较低，能够吸收地面辐射并增
强大气逆辐射，从而起到很好的
保温作用， 反而在冷空气过程
后，天气转晴时，空中云量少，对
地面辐射的吸收少且大气逆辐
射减弱，保温效果差，地面热量
大量散失导致气温较低，所以人
体感到很冷。

今晚湘中以北山区或现雨雪冰冻

18日前后
迎入冬以来最冷早晨

11月全省空气
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69.7%
●同比下降13.9%， 长株潭前11月空气质量
低于年度目标值
●水质总体为优， 洞庭湖总磷平均浓度继续
下降

长沙内五区全面推行二手房网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