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0123.4567#8
9:;01<=>?@AB%&'
()C DEFG:HI2JKLM
NOPQRB%&'()*+,-.
SNTUV#WXYZB%&'()
[\S]^_`P

aQR,-.bcd :eB%
fghi,jklmnopOqr
sB%*+StuvwqVKxy
z{d|3}iK|~:�w���
S��3�P B%&'()��B%
��|���[\#����� % g
h����p�d���Cw�C��C
��C��C����� M1S¡
&'( ¢£¤¥�¦��§¨# ©ª

)((( «¬:C*+ :®¯°C) ¢
«'r±²d³´µ¶·¸¹º|~
»jS:�w�¼½d|¾¿À��
��§gXP[\ÁÂ ÃÄCÅ)C
ÆÇC;ÈÉ¨Ê�ËÌ½d�B%
-Í:;SÎÏÐ�XÑdÒÓÃÅ
ÈÔÕ����w��S�BÖv�
×ØdÙÚ±²ÛÜÝÞß1àSá
�âãdä��åS,æçèéêë
ìSoíîïP

ÆÇB%Øyjklmnop
ðñòóÝ.èôqVK[\õ
öd ÷ø[\MùúûSüý\X
þB%µ¶��ÿ!1"S#�þ
X$%K&'()d*+,-B%&
'()./01Ò2S�åÛÜ3

456îS7ÙÛÜd ê�%8Ã
ÅÈÆÇ9¼¾:;d <�=]>
?@S:e¿ÀAB��w�Î
Á\SgPCûdÆÇB%Øyjk
lmDEopFGHB%&'()
[\%KqMIJõ()dKõöL
�5MNOéIØyPQdB%&'
()JRSTU¼½VWSÒXC
YÒXCZ[C\]^_Y`Sab
h*d3cd +' 8 &,' £¤¥P e
Qúfd [\g¸hijSTUj
kVlmynC-'' «opqrCs
tu^vw·�Cxyz�¸C{|
·��|¾��w�}~d �b�
 QSyjd µ¶:�xiSw�
�gP,-.��ûdh��01�
��M���K��°�d 1àK
M���w��çèS����P

!!"#" #$%&'#

!"!#$%&'()*+,-.

湖南日报记者 夏似飞 唐婷

【百姓点题】
朱红梅：邵阳市大祥区居民

早些年， 我一个亲戚在市区买
了一套二手房，为了办房产登记、交
易手续，整整跑了一个月。手续复杂
不说， 最担心的是怕买到产权不清
的“假房子”，扯麻纱。今年，我自己
买了一套二手房， 没想到，3天就办
下了所有手续。 这是邵阳市不动产
统一登记制度改革带来的变化，真
心点个赞。

【改革攻坚】
零死角采集登记数据、一分钟查

询实物档案、三天办结登记手续……
通过体制、管理和技术创新，邵阳
市不动产统一登记改革探索出了
独特的“邵阳模式”，走在了全省前
列。

体制创新，登记交易“一体化”

“对邵阳市委、市政府来说，推
进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改革， 既是
中央和省里的明确要求， 也是问题
倒逼的必然结果， 是一道必答题。”
邵阳市改革办专职副主任唐凌告诉
记者。

唐凌介绍，过去，不动产登记、
交易分散在各个部门， 办土地证在
国土部门，办房产证在房产部门，办
林业证在林业部门， 企业和群众办
证，要跑几个部门，程序繁杂反复、
耗时费力。

改革， 从打破原有管理体制入
手，推进“大整合”。

2015年11月， 邵阳市政府下发
《邵阳市不动产登记职责调整和机构
设置实施方案》。

2016年2月24日， 邵阳市不动产
登记中心正式挂牌成立，市国土资源
局的土地登记职能、原市房产产权监
理处的全部职能、市畜牧水产局的草
地登记职能、市林业局的林地登记职
能全部整合到中心，结束了全市不动
产分散登记的历史。

这也是全省首个挂牌成立的市
级不动产登记中心。中心实现了三个

“一体化”：交易、登记一体化，房、地、
林一体化，办证、缴费一体化。

管理体制的创新， 带来了政府
职能的转变和行政效率的大幅提
升。 不动产登记办结时限不断“瘦
身”， 由分散办理时的几十个工作
日，缩短至15个工作日，又缩短至3
个工作日。

2016年5月19日， 全省地级市首
本不动产权证书在邵阳颁发。不动产
统一登记在邵阳快速、高效、稳健地

“跑”了起来。
截至今年4月13日， 邵阳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共颁发不动产权证书
20106本，不动产登记证明21811份。

管理创新，统一登记“智能化”

用“一张图、一个库、一个网”，邵
阳市将全市城区不动产全部管理起
来，让数据“跑”了起来，档案“活”了
起来，不动产“动”了起来。

4月13日下午， 邵阳市不动产登

记中心主任夏春生向记者现场演示
不动产是如何“动”起来的。

进入邵阳市不动产统一登记信
息系统， 一张全景记录全市土地、房
屋、林地等不动产信息的图出现在眼
前， 不同的地块标注出不同的颜色，
颇似一幅五彩画。

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权属状态，
黄色线框表示该宗地产权清晰明确，
白色线框表示已抵押，红色线框表示
已被查封，红白相间的线框表示既抵
押又被查封，红色波形线框表示已被
多家法院轮候查封。

“邵阳市区的几乎每一寸土地，
从2010年至今的变化都体现在这张
图中。 点击任何一宗地或一套房屋，
都可以查看到现状照片、 权利状况
等，一目了然、清清楚楚。”

图的背后，是一个庞大的不动产
登记数据库。22.6万宗土地、 房屋照
片和楼盘表数据，67万宗不动产档案
的现实和历史数据全部入库。市民只
要提交申请，一分钟就能查询到不动
产登记实物档案。

夏春生告诉记者，这些海量数据
不是孤立的，通过统一平台，国土、住
建、 规划等部门实现了信息共享，连
成了“一张网”，并向银行、房地产开
发商及中介服务机构开放共享端口，
真正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大大方便了群众办事。

技术创新，管理服务“精细化”

“准备，起飞！”4月13日中午，邵
阳市郊一片开阔草地上，一架白色固
定翼无人机迅疾而起， 飞向空中，开

始低空航测。
无人机辅助不动产登记， 在国

内登记领域尚不多见。 无人机在天
上飞行，工作人员在地面实地勘查，
使登记权籍调查更为精准， 最大限
度避免登记错误， 同时大量节省费
用。

几年来，邵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已完成无人机飞行550余架次， 累计
处理1万平方千米以上航拍数据，实
现了不动产数据采集的零死角、全覆
盖，并通过数据实时共享，让全市不
动产状况3个月更新一次。

更让邵阳市民惊喜的是，每本不
动产权证书上都印有一个二维码，手
机一扫描，就能立即知晓该不动产的
权属情况、 实物图片和地理坐标，帮
助市民快速辨别证件真伪，避免交易
风险。 二维码还和导航软件相连接，
迅速定位不动产位置， 行车路线、交
通状况一目了然。

“这正是技术创新带来的智能
化、便民化。”夏春生说。

【改革心声】
邵阳市国土资源局党组书记 、

局长李桂楚：
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改革一头

连着百姓资产， 一头牵着国家利益。
这些年，我们不断改革探索 ，就是要
努力实现更高效、更精准、更优质、更
贴心的服务，让数据“跑 ”起来 ，不动
产“动”起来，把资源变成资产 ，资产
变成财富。未来，改革要进一步扩容，
积极探路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进
一步提质，真正把改革改到老百姓心
坎上。

湖南日报4月20日讯 （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麻林）今天发布的
《省水利厅深化水利改革领导小组
2017年工作要点》显示，今年我省
水利改革任务达25项， 并将重点
推进7项水利改革，包括：合理划分
水利事权、 开展水资源双控行动、
全面推进“河长制”、实施质量终身
责任制、加快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
革、加强水利立法工作、加强改革
经验推广。其中，全面推进“河长
制”、 实施质量终身责任制两项水
利改革已经全面启动实施。

合理划分水利事权。修订完善
湖南省水利事权划分规定，合理划
定水利项目省级与市县管理权限。
配合省财政厅出台省级及以上水

利建设管理投资补助办法，推动建
立水利事权划分与支出责任相匹
配机制。

开展水资源双控行动。 实施
“十三五” 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
双控行动， 完成双控指标分解，出
台《湖南省“十三五”水资源消耗总
量和强度双控行动方案》。

加快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推动建立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
精准补贴、节水奖励机制，加强农
业水价综合改革督导考核。

加强水利立法工作。推动出台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条例。

加强改革经验推广。总结改革
试点经验， 开展改革中期评估，加
强典型经验宣传推广。

2017年4月21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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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20日讯（记者 邓晶
琎 通讯员 刘伟 胡湘江）“五一”小
长假将至，铁路将迎客流高峰。广铁
集团今日发布，“五一”小长假铁路运
输期间（4月28日至5月1日），预计4天
共发送旅客640万人次， 同比增长
9.1%，创历史新高。湖南地区将增开
广州往长沙、郴州、新晃等方向高铁
列车。

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广铁集
团采用动车重联、加开列车等方式，
计划在京广、 沪昆等热门高铁线路
增开高铁动车组。其中，湖南地区增
开高铁车次为： 广州南-郴州西

G9686/5次、G9688/7次2对；广州南
-新晃西G9662/3� G9664/1次、广州
南-长沙南G9694/3、 广州南-衡阳
东G9684/3次各1对； 怀化南至长沙
南G6420次、邵阳至长沙南G6466次
各1趟。

同时，还将加开普速旅客列车39
对，满足粤湘省际和省内短途旅客出
行需求。

铁路部门提醒，“五一” 小长假
期间， 有出行需求的旅客请提前购
票取票。具体加开列车情况，以车站
公告和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公告
为准。

湖南日报4月20日讯（记者 陈永
刚）今天，长沙市政府办公厅发出通
知，该市《关于规范城区巡游出租汽
车行业改革过渡期车辆承包行为的
指导意见》 正式实施。“指导意见”提
出，该市出租车每车首付承包金以不
高于6.1万元为参考、 月承包金以不
高于3100元为参考，这意味着长沙出
租车每车每天的“份子钱”将降到100
元左右。

网约车进入市场后， 在缓解市

民“打的难”的同时，也对传统巡游
出租车行业造成了冲击。 这种情况
下，传统出租车行业必须改革，其中
最重要的就是利益分配改革。 长沙
市率先出手，从去年5月1日起，取消
了出租汽车特许经营权使用费，每
车每月减负520元， 还减免了每月
403元的税费。而最为司机们诟病的
每月高达五六千元的“份子钱”，也
从去年下半年以来， 不少出租车公
司通过给司机发阶段性行业补贴的

方式予以减少。
为进一步规范城区巡游出租汽

车承包行为，确保出租汽车行业稳定
发展，长沙市交通运输局这次制定了
“指导意见”，报市政府同意后颁布实
施。对此，长沙市蓝的、龙骧、福利、鸿
基、万众等出租车公司负责人纷纷表
示，坚决执行到位，让利于司机。在鸿
基公司开了8年出租车的老吴算了一
笔账：月毛收入约2.4万元，除掉油费、
“份子钱”、税费、保险费后，白班和晚

班司机净收入约1.4万元，“日子还是
过得下去的”。

长沙市出租汽车协会负责人介
绍，此次政府出台的“指导意见”，虽
然只是提供了一个参考价，但基本上
保证了企业的合理利润，同时切实为
司机们减了负，可望执行到位。今后，
协会将积极探索符合市场发展规律
的出租汽车经济承包方案，以及按单
提成或按班费制结算的新型利益分
配机制。

湖南日报4月20日讯（记者 唐爱
平 通讯员 邓旭红）永清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今天透露，公司签下南宁市餐
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
厂改扩建项目（EPC）总承包合同，项
目金额达1.2亿多元。

该项目是南宁市重点建设项目，
设计规模为每天收集和处理餐厨垃圾
（含厨余垃圾）250吨、 地沟油20吨。据
悉， 这是永清环保承接的首个餐厨垃
圾收运及处理服务项目， 标志着该公
司正式进入餐厨废弃物处理行业。

改革最前线

� � � �零死角采集登记数据、一分钟查询实物档案、三天办结登记手续。邵阳市不动产
统一登记改革走在全省前列———

让不动产“动”起来

4月20日，通道侗族自
治县皇都侗寨， 税法宣传
志愿者在宣传税法政策。
连日来，该县国税局、地税
局联合开展以“深化税收
改革、助力企业发展”为主
题的税法宣传活动， 通过
“面对面交流”、 上门问
“诊”等方式为纳税人解读
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让更多纳税人享受税收惠
政。 刘强 摄

宣传税法

长沙出租车“份子钱”降了
每车每天100元左右

永清环保进军
餐厨垃圾处理领域
承接南宁项目 总金额1.2亿多元

“五一”小长假将至

广铁新增往长沙郴州等地高铁车次

湖南日报4月20日讯（通讯员
曾青青 记者 曹娴）近日，意大利
A’Design� Award设计大奖赛通
过官网发布，泰富九华工业园二期
办公楼获得A’Design� Award设
计大赛建筑设计类铜奖。

泰富九华工业园二期项目是
省重点建设项目、省首批制造强省
项目之一，厂房、办公及配套设施
23万平方米， 是港口矿山成套设

备核心零部件制造基地，也是泰富
智能制造的核心。 该项目于2014
年10月动工，2016年11月竣工投
产。

A’Design� Award是全球领
先的国际年度设计比赛，旨在突出
最佳的设计品质、设计理念和以设
计为导向的产品和服务，面向全球
设计师、创意人士和设计公司征集
作品。

泰富九华工业园二期办公楼
获国际设计大奖

湖南日报4月20日讯 （记者
唐爱平 实习生 王鑫）在中国工程
机械行业持续回暖之际，中联重科
迎来签单高峰季。 记者今天获悉，
在中联重科4.0产品全国巡展上海
站活动中，中联重科与来自华东地
区的五家客户单位签订2017年度
重大战略合作项目协议；签约总价
值高达9亿元。

此次合作涵盖了混凝土机械、
工程起重机、建筑起重机、基础施
工机械等领域。中联重科副总裁刘
洁表示，目前工程机械行业正处于

一个平稳回升的阶段， 这与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基础设施等项目
陆续开建密不可分。中联重科近期
发布的一季报预告显示，工程机械
板块收入出现大幅度增长，中联重
科与去年一季度相比实现大幅盈
利，预盈5000万元至1亿元。

此次中联重科与5家客户单
位高达9亿元的合作签约，预示着
在行业回暖的春风中， 中联重科
前几年“寒冬”苦练兵的成果逐步
显现， 公司全年盈利能力有望全
面提升。

迎来签单高峰季

中联重科斩获9亿元订单

合理划分水利事权
我省今年重点推进7项水利改革

湖南日报4月20日讯（通讯员
江洪渭 申喜志 记者 柳德新）4月
上旬，随着农行张家界分行对张家
界武陵山大道PPP项目发放首笔3
亿元贷款，农行湖南分行支持三湘
实体经济步入“快车道”。

农行湖南分行坚持促进实体
经济提质增效，立足各地产业基础
和资源禀赋， 积极盘活信贷存量，
优化新增资金投向，加快金融服务
创新，为湖南实体经济发展提供资
金支持。截至2016年末，该行对公
实体贷款余额1127.5亿元，比2016
年初净增69.4亿元，增量份额居国
有四大银行之首。 今年一季度，实
体贷款投放又来势迅猛 ， 净增
177.5亿元，超历史最高水平。

围绕湖南构建“一核三极四带
多点”发展新格局，农行湖南分行

投放300多亿元， 重点支持中联重
科、三一重工、中车株机等高端装
备制造、新材料等产业；发放贷款
400多亿元，助力湖南高速公路、高
速铁路、城际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
建设全面推进； 立足洞庭湖区资
源、 航运优势， 发放贷款100多亿
元，重点支持长江经济带和洞庭湖
生态经济区、海绵城市、重大水利
工程建设； 呼应湖南文化强省战
略，探索“文化＋金融”融合有效途
径，累放文化产业贷款100多亿元。

围绕湖南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农行湖南分行发挥城乡联动
优势，持续做好农业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优势特色农业、新型城镇化
建设等“三农”金融服务。仅去年，
“三农” 贷款增量就达230.3亿元，
完成年度计划的230.3%。

千亿信贷力挺三湘实体经济
一季度，农行湖南分行实体贷款净增177.5亿元

湖南日报4月20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谢银满）18日，世
界技能大赛砌筑项目中澳国际交
流赛在长沙建筑工程学校举行，来
自全国各地及澳大利亚砌筑项目
的优秀选手参赛，世界技能大赛砌
筑项目首席专家特诺伊·艾菲莱特

到场指导。
长沙建筑工程学校作为第

43、44届世界技能大赛砌筑项目
中国集训基地， 先后培养了第43
届世界技能大赛砌筑项目优胜奖
邹彬， 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砌筑
项目中国选拔赛冠军刘宇航。

世界技能大赛砌筑项目
中澳国际交流赛在长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