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交通事故快处快赔
长沙9个快处快赔中心国庆假期照常办公

本报9月30日讯（记者 王曦）记者今天从长沙市交
警支队获悉，长沙城区9个交通事故快处快赔中心国庆
假期正常对外办公， 对外接待时间为上午9时至12时，
下午13时30分至17时。

交警提醒，在长沙行政区域内城市道路上7时至20
时发生的机动车之间仅造成车辆损失、单方车辆损失不
超过2万元、且车辆均能自行驶离现场的交通事故，均可
适用快处快赔。凡发生交通事故适用快处快赔的，可就
近到交通事故快处快赔中心处理。

２０14年10月1日 星期三快递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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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4年 9月 30日

第 2014265期 开奖号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79 1040 1861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568 173 98264

5 20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4年9月30日 第2014113期 开奖号码
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794394502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
二等奖 61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000000
1 32901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154
66803

1303269
14853762

23
2124
41081
483724

3000
200
10
5

28 31 32 331412 07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4114 5 4 4 4 8 6 0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81777868.06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4265 4 5 9
排列 5 14265 4 5 9 2 5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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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30日讯（记者 陈淦璋）今天
下午，央行和银监会联合发布《关于进一
步做好住房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对房贷政策作出重大调整，
要求促进楼市持续健康发展。记者采访获
悉， 长沙8成左右的购房者都是通过银行
按揭贷款， 新政将直接刺激省会楼市，尤
其压抑许久的改善型购房需求或将密集
出现。

房贷政策松绑“水落石出”

9月中旬以来， 房贷政策松绑已有
传闻。《通知》此次明确了4大项内容：加
大对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金融支持，
积极支持居民家庭合理的住房贷款需
求，增强金融机构个人住房贷款投放能
力，继续支持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合理融
资需求。

其中，与普通百姓紧密相关的第二条

“积极支持居民家庭合理的住房贷款需
求”中提出：

———对于贷款购买首套普通自住房
的家庭， 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为30%，贷
款利率下限为贷款基准利率的0.7倍，具
体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根据风险情况自主
确定。

———对拥有1套住房并已结清相应购
房贷款的家庭，为改善居住条件再次申请
贷款购买普通商品住房，银行业金融机构
执行首套房贷款政策。

———在已取消或未实施“限购”措施
的城市， 对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并已结清
相应购房贷款的家庭，又申请贷款购买住
房，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根据借款人偿付能
力、信用状况等因素审慎把握并具体确定
首付款比例和贷款利率水平。

———银行业金融机构可根据当地城
镇化发展规划，向符合政策条件的非本地
居民发放住房贷款。

《通知》同时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要
缩短放贷审批周期， 合理确定贷款利率，
优先满足居民家庭贷款购买首套普通自
住房和改善型普通自住房的信贷需求。

改善型购房需求受益最明显

从省到市到区县， 楼市新政密集出
台。而今天中央新政落地，业界普遍认为，
二套房贷松绑、三套限贷令取消，力度之
大远超预期。

就长沙而言，房地产信贷今年以来严
格按照“一保二限三停”实施，限制二套房
贷，暂停第三套房贷，基本能保障首套房
贷。但值得注意的是，资金成本持续走高
以来，加上受额度紧张影响，首套房贷款
利率大多执行基准利率5%至10%不等的
上浮。

反映在市场面，长沙新房待销现象较
严重、 房屋空置率高的特征比较明显。此

前，业界人士普遍认为，如果房地产信贷
政策没有放松的话，房屋销售可能进一步
缩量。

湖南省房地产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
员乐兵今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长沙楼
市高库存压力之下，打折优惠等活动虽大
量出现，但市场观望氛围浓厚。此次新政
出台将直接刺激楼市成交量，但不会出现
井喷式、爆发式增长。

“改善型购房需求此次受益最明显，
或将密集出现。不过，当前经济下行压力
犹存，投机投资型购房需求和高端物业需
求等也受新政影响较小，不会对楼市带来
强劲拉升。”乐兵表示。

也有声音认为，此次首套房贷重申利
率7折下限意义不大，毕竟，这与现行五年
期以上存款利率出现了倒挂，对银行而言
属于“亏本买卖”。记者今天采访省会各银
行获悉，在新政要求下，首套房贷回归基
准利率应为大概率事件。

长沙至韶山旅游专列
增开车次

国庆假期每天开行，硬座票10.5元
本报9月30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袁钢 曾波）

国庆期间坐火车去韶山旅游将更方便了。记者今日从广
铁集团获悉，10月1日至7日， 长沙至韶山的T8321/2次
红色旅游专列， 将从平时的周末开行改为每天开行，车
费只需10.5元。

目前，长沙至韶山每天开行的火车只有5365/6次，
6点35分从长沙开行，车程为2小时40分，车费为9.5元，
但旅客需要一大早去赶车。 今年3月开通了T8321/2次
红色旅游专列，但只在每周六、日开行。

国庆黄金周期间，T8321/2次列车将增开车次，10
月1日至7日每天开行往返列车一对。

具体开行时间为： 去程T8321次每天9点16分从长
沙火车站始发，10点59分到达韶山火车站,车程1小时43
分；返程T8322次每天14点36分从韶山站始发，16点20
分到达长沙站，车程1小时44分。中途均停靠湘潭站。该
车为硬座车，长沙至韶山的票价为10.5元。

与一般普速列车不同的是，T8321/2次红色旅游专
列的6节车厢分别按照“伟人足迹”、“伟人情怀”、“伟人诗
词”、“情系韶山”、“红色摇篮”和“锦绣潇湘”6个主题，进
行了重新包装。车厢座椅换上了红色的椅套，车窗墙壁上
挂有毛主席的老照片和诗词。此外，该车次还将有长沙客
运段的工作人员为旅客讲解韶山的交通及主要景点。

涉嫌受贿罪

慈利县县长李军
被立案侦查

本报 9月 30日讯 （记者 李勇 通讯员
佘林丰）记者从张家界市人民检察院获悉，该
院今天决定，依法对慈利县委副书记、县长李
军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
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本报9月30日讯（记者 陈勇）今天，湖南省浙江商
会、省社会组织促进会、湖南五金机电商会等10家社会
组织向全省社会组织发出倡议：积极行动起来，与政府、
企业和社会各界一道，勇担社会责任，服务困境人群。

《倡议书》倡导全省社会组织积极响应中央和省委
号召，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充分发挥
社会组织反映群众诉求、化解社会矛盾、提供社会服务、
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功能，使社会组织真正成为党和政
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成为我省经济建设的推
动者、政治建设的参与者、文化建设的传播者、社会建设
的践行者，成为推进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

《倡议书》倡导， 建立诚实守信的行规行约，恪守非
营利性原则，形成诚信奖罚机制；财务透明公开，诚信面
对公众会员，杜绝违法违纪行为；落实服务承诺制度，公
开服务内容、标准、责任和时限，主动查纠群众反映强烈
的突出问题；自觉接受监督管理，把社会效益摆在首位，
不断提高社会公信力，树立良好社会形象；坚持社会组
织公益性原则，结合自身业务特点，开展形式多样的公
益活动。

据悉， 省社会组织党工委已经组织全省社会组织，
开展“助学、助医、助老、助困”大型公益活动，将投入130
万元，救助210户贫困学生、重疾患者、特困户和5所乡
镇敬老院。

“认贷不认房”楼市新政落地
央行、银监会指出：首套房贷款利率最低7折；有1套房已结清贷款的，再购房亦享受首套房贷款政策

本报9月30日讯（记者 曹辉 李伟峰
通讯员 蒋睿 黄亮斌 彭婷）今日上午8
时30分，位于湘潭市竹埠港的湘潭电化
公司热电厂锅炉停止投料， 十分钟后，
其主供电控制台被贴上封条，电解槽工
作时的蒸汽、臭味和噪声不再，这家生
产了50多年的老厂第一次“彻底安静下
来”；上午10时，另一家化工企业金天能
源，其生产设备也被彻底断电、贴上封
条。至此，竹埠港地区应该关停退出的
28家重污染企业全部关停到位。

面积仅1.74平方公里的竹埠港工
业区始建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有着50多
年化工生产史， 积聚了28家化工企业。
这些企业犹如一颗颗“环境炸弹”，长期
大量排放废气、废水、废渣，尤其是重金
属元素超标排放， 对竹埠港地区土壤、

地下水造成严重污染，也对一堤之隔的
湘江水质构成重大威胁： 每年近200万
吨的废水排放量，3万吨的工业废渣，
6000吨的二氧化硫……中央和省里对
此高度重视，采取综合措施整治这一环
境顽疾。

2011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复的《湘
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 中，
竹埠港被列为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
理重点区域之一。 同年湘潭市政府主
要领导向省政府递交了工作责任状，
限期关停竹埠港化工企业。2013年9
月， 省政府启动以湘江流域保护和治
理为主要内容的“省政府一号重点工
程”，将竹埠港地区列为五大重点治理
区域之一，按照“退二进三”(退出第二
产业，第三产业 )的原则，全力推进企

业关停退出。
湘潭市主动与相关企业商谈，妥善

解决被关停企业搬迁、转型升级、职工
权益保障等系列问题，确保企业关停退
出工作顺利推进。积极消除环境、安全
隐患， 安全处理危险化学品和固体废
物，同时由岳塘区政府与环保企业合资
组建“湘潭竹埠港生态治理投资有限公
司”，对污染土壤进行修复。

据竹埠港化工企业关停工作指挥
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竹埠港将按
“一核、一带、两轴、四片区”规划进行功
能布局， 重点发展现代物流、 商业、办
公、 金融与总部经济等现代服务业，努
力将竹埠港地区打造成为重金属污染
治理示范基地、 两型社会建设样板区、
老工业基地搬迁改造示范区。

长沙8月份
8批次食品不合格

本报9月30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肖博）记者今天从长沙市食安办获悉，8月，长
沙共检测食品 12476批次 ， 总体合格率
98.34%，食品安全总体状况持续稳定、安全可
控。上半年较为突出的二次供水和餐具卫生问
题明显改善，此次抽查中，合格率均为100%。

据统计，生产环节食品抽检合格率95.18%，
其中食用植物油、茶叶、饮料等食品质量较好，8
批次食品不合格。不合格食品为：长沙德发兴食
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好想你威化饼（草莓味）、长
沙县天享食品厂生产的鸡汁豆香干、 长沙市利
利平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大香干、 长沙市雨花
区泓升食品厂生产的素牛肉丸、 长沙鲜邦食品
有限公司生产的鸡精、 长沙长仔食品有限公司
生产的哆啦鱼（鲜虾味）、长沙长仔食品有限公
司生产的琥珀锅巴（香辣味）、长沙市玩美食品
有限公司生产的脆卤鸭掌(脆卤泡椒味)。

此外，餐饮服务环节的蔬菜制品、餐具、调
味品、二次供水等，抽检合格率100%。蔬菜、水
果的农残监测抽检合格率为92.59%， 保健品
抽检样品合格率92.59%， 畜禽水产品抽检合
格率99.3%。

（上接1版）
“礼兵就位！”随着号令，30名三军

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分两列行
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

10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伴
随着庄严高亢的旋律，习近平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同现场各界代表齐声高唱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
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
身的烈士默哀。

65年前的9月30日， 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修建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65年后， 第十
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次会议通过决定， 将9月30日设立为
“烈士纪念日”。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
命先辈的光荣传统……”默哀毕，240多
名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唱响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高举右手、齐致
队礼。

方阵前，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
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
主党派、 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各
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
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分别敬献

的9个大型花
篮一字排开。
花篮的红色
缎带上写着
“人民英雄永
垂不朽 ”8个
金色大字。

军 乐 团
奏响深情的
《献花曲》，18
名礼兵抬起
花篮，缓步走

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到纪念
碑基座上。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拾阶登
上纪念碑基座， 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一
串串明黄色的文心兰，寄托对人民英雄
的思念之情；一朵朵心形的红掌、一簇
簇绽放的百合，寓意亿万人民共祝祖国
繁荣昌盛。

习近平迈步上前， 整理花篮缎带。
接着，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
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相继走到纪
念碑前，献上手中的鲜花，追思革命先
烈的丰功伟绩，感受今天来之不易的幸
福生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
书记， 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
和中央军委委员出席仪式。

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主持。中央
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
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
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首都各界代表
等参加了敬献花篮仪式。

快来，助学助医助老助困
10家社会组织倡议服务困境人群

上图：9月30日上午，长沙市雨花亭，老人们开心地参加猜谜
语活动。当日，雨花区孝为先社工服务中心与砂子塘街道联合举
办“365关爱您”重阳节敬老公益活动。

本报记者 田超 摄
右图：9月30日，老人开心地参加趣味游戏。当天，长沙市岳麓

区观沙岭街道石岭塘社区举办“九九重阳大联欢”活动，给老人
们过节。

本报记者 赵持 吴希 摄影报道

拆除28颗“环境炸弹”
竹埠港重污染企业全部关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