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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1日讯 今天，湘
江新区管委会正式公布《湖南
湘江新区“十三五”发展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到2020年，
实现“（生产总值）突破三千亿、
领跑中西部、挺进一方阵”的发
展目标。据悉，这是新区获批为
国家级新区之后的第一个五年
规划， 将给普通老百姓生活带
来一大波民生新红利。

【交通】
构建对外开放型大格局

铁路方面，主动对接“亚欧
大陆桥”， 加快推进渝长厦高
铁、 金桥综合交通枢纽以及长
沙西客站的建设，基本形成“一
高铁、一普铁、两枢纽”的铁路
交通格局。

航空方面 ，规划建设新区
大王山通用机场、 望城通用机
场、宁乡通用机场及起落点，加
快推进大王山通用机场建设 ，
建成新区“一通道（直通黄花机
场和武广长沙南站快速通道）、
一候机楼”的航空交通格局。

公路方面， 建成长益复线
高速公路， 建设长潭西高速学
士路互通， 加快完善高速公路
联络线、出入口等配套工程，形
成新区“两纵四射”的高速公路
交通格局。

骨干道路方面， 基本形成
新区“十横十纵”的快速、快捷
路网系统。

过江通道方面， 加快推进
万家丽路过江通道建设， 加强
香炉洲、桐梓坡、人民路以及莲
坪路等过江通道， 争取“十三
五”期间新增2-3座过江通道，
使过江通道达到14条左右，全
面畅通湘江两岸联系。

核心区基本实现自行车租
赁全覆盖。同时，新区大力推进
城市步行道、自行车“绿道”健

身步道以及道路林荫绿化、照明、
休憩以及公共交通接驳等设施的
建设， 不断优化区域慢行交通环
境， 基本实现新区每平方公里自
行车道8公里、人行道10公里。

【创业】
“双创”人才新区机会多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
极培育一批核心技术能力突出、
集成创新能力强的创新型企业，
集聚高端创新创业人才， 鼓励和
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建设创
新载体，打造由麓谷创新谷、泛岳
麓山、园区区县共同组成的“一核一
圈多点”创新创业空间布局，构建
“城市服务与创新服务———创新平
台———生产集群”三个层面的功能
格局，形成“创新、创业、创投”三创
联动的支撑体系。同时，大力发展
众创、众包、众扶、众筹，推动校院
地创新合作常态化、 产学研金用
一体化、双创综合服务一站化，营
造创新创业良好生态。

【就学】
中心城区500米内有小学

在新区片区， 孩子们将有望
享受更好的教育资源。

未来五年， 新区将引导城市
优质教育资源在新区与民营资本
合作办学。 岳麓区规划建设65所
中学、119所小学、7所九年一贯制
学校；高新区规划建设21所中学、
27所小学、5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望城区新区范围规划建设40所中
学、80所小学、4所九年一贯制学
校； 宁乡县新区范围规划建设30
所中学、60所小学、4所九年一贯
制学校。到2020年，中心城区实
现小学500米服务半径 、 中学
10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
95%。

【休闲】
5公里半径内有森林公园

未来五年， 新区将持续推进
“清霾”“碧水”“净土”“静音”行
动，使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生
态环境更美好， 建设全国两型社
会建设引领区。

《规划》明确，新区将逐步试
行并推广街区制， 实现街区内外
绿地连接贯通，实现500米出行半径
内有一片城市绿地或湿地、1公里出
行半径内有一个城市公园或城市广
场、5公里出行半径内有一座森林公
园或大型休闲公园的目标。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王靖非

本报12月1日讯 2016年
12月1日，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依
法以涉嫌受贿罪对湖南外贸职

业学院原党委书记屈孝初 (副
厅级)决定逮捕。案件正在进一
步侦查之中。 ■记者 王智芳

遗失声明
长沙云水半山装饰装修有限公
司遗失招商银行长沙松桂园支
行 2014 年 8 月 14 日核发开户
许可证：J5510025372101， 公司
账号：731904806610101，遗失机
构信用代码证：G1043 -0105 -
0253-72109，声明作废。

◆袁朝阳 430211197105263010，
特种设备 T3证遗失，声明作废。

◆何萍 430204198002134022，特
种设备 T3证遗失，声明作废。

◆沈亚武 432801197304123012，特
种设备 Q4证遗失，声明作废。

◆张武 430204197705044010，特
种设备 A3证遗失，声明作废。

◆郭晖 430204196307014057，特
种设备 T3证遗失，声明作废。

◆廖献忠遗失二级建造师证，编
号 :湘 243060910085。 另遗失
安全员 B 证，证号 :湘建安 B
(2012)15000008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张家界三东贸易有限公司经股
东决定注销，请债权人自本公
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谭佳龙 电话：13974443209

注销公告
长沙市毛古坪酒业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地
址： 长沙市雨花区高桥乡五一
村拆迁安置小区 B3 幢 110 房。
联系人：张笃林 电话：13907402529

遗失声明
兹有黄晓丹、向婕遗失长房云
时代楼盘 1栋 1001房认购协议
及定金收据，票号:04005096，
金额:2万元整，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米口玩具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 高纯 ，15116700035。

遗失声明
湖南星芒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长沙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5
年 2 月 15 日核发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
代码 32942574-1，遗失国（地）
税税务登记证正本， 税号
430102329425741，声明作废。

声 明
长沙芒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法
人代表变更及公章印鉴变更声
明：因公司经营需求，法人代表
变更为赵春阳， 并启用新的公
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原公
章和印鉴作废，特此登报声明。

◆周杰(身份证号:430124198901
268374)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电梯操
作证，声明作废。

◆赵永才(身份证号:4325221985
12022451)遗失中华人民共和
国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电梯
操作证,声明作废。

◆苏文彬(身份证号:4301031983
03092530)遗失中华人民共和
国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电梯
操作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经济开发区博时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遗失岳阳工商局 2007
年 9月 30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 430601000000728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正天物流有限公司遗失车
辆号湘 BOSL08,湘交运管株字
430201010059,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靖港应德种植专
业合作社遗失单位开户银行为
农村商业银行靖港支行的现金
支票 14 份，支票号码为 15077
10187-200，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麓湖宾馆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发票代码 4300163320，发
票号码 0384312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茶陵县鑫龙土地开发整理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邓乜苟 电话 13607428058

注销公告
长沙华高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 胡林中 ，18608402408。

遗失声明
湖南皓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湖南国税通用机打发票 3 份共 6
张，发票代码 143001410128，发票
号码：04753305 退票，金额 25000
元，04753303 正常票，25000 元，
04753302废票 0元，声明作废。

债权拍卖公告
受常德市财经资产管理处委托，
湖南光大拍卖有限公司定于
2016 年 12 月 9 日下午 3 时在长
沙市岳麓区观沙路 160 号龙柏
湾商业街 B 栋 305 室公开拍卖
其受让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常德市分行的 8 个债权资产
包： 债权本息总额 27967432.70 元。
其中本金 10651655 元， 利息
17315777.70 元。 上述资产债权
本息总额计算日期均截至 2015
年 12月 31日止。
上述资产以下人员不得参与竞
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
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
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
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
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
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
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
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
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6 年 12 月 8
日 16 时前将竞买保证金 15 万
汇至湖南光大拍卖有限公司账
户（账号：800023527702019；开
户行：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
银支行；以到账为准）并带齐有
效证件到我公司办妥竞买登记
手续。 咨询展示时间:2016 年 12
月 7-8 日。 标的展示地点：本公司
联系电话：82226658、 13975851620
工商监督：89971678

◆洪敏遗失湖南师范大学报到证，
编号 201210542200797声明作废。

◆本人刘伟荣遗失民用航空器维
修人员执照（编号 362229198
507290814，颁发日期 2012 年
12月 25日），现声明作废。

◆曹芷嘉遗失湘南学院临床医学
专业毕业证书，证号：1054512
01505005621，声明作废。

◆周仲武遗失九大员安全员证
书，证书编号 43162020005062，
声明作废。

◆彭进法遗失九大员施政施工员
证书 ，证书编号 431610400030
32，声明作废。

◆王文香不慎将货币补贴资格单遗
失，单号 200805111435A声明作废。

公告声明

郑重提示：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电话：8446480113875895159洽谈
微信

微信办理50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

◆贾国磊湖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2016 届毕业生，遗失报到证，
证号 201610542100791声明作废。

湘江新区“十三五”发展规划出炉，将带来一大波民生新红利

出门有绿地湿地，不远有森林公园

省检察院依法对屈孝初决定逮捕

尊敬的读者朋友：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根据

战略调整需要， 从2016年12
月1日零时起，原由湖南日报
发行物流有限公司自办发行
的长沙、株洲、湘潭、岳阳、益
阳、常德六市城区的《湖南日
报》、《三湘都市报》、《大众卫
生报》、《科教新报》、《华声》、
《大湘菜报》的征订投递工作
全面移交省邮政公司各市州
分公司，即时起，全省湖南日
报报业集团所有报刊均由邮
政公司征订投递。

因移交工作可能给部分读
者带来的暂时不便敬请谅解，我
们将与邮政公司一起，不断提高
服务质量，保证准时准确地将报
刊送到您的手中，希望读者朋友
一如既往地支持湖南日报及其
子报刊的发行，积极订阅。

邮政公司征订、投诉电话：
11185�
咨询服务电话：
0731-84329777
特此公告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
2016年11月30日

报刊交邮发行公告

本报12月1日讯 今日，省
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益阳市工
作动员会在益阳召开， 标志着
我省环境保护督查组正式进
驻益阳， 开展为期20天督察
工作， 督查报告将报省委、省
政府。明年环保督察将在全省
铺开。

8月7日， 省委省政府印
发了《湖南省环境保护督察方
案（试行）》的规定，决定每年
选择2-3个市州、5个左右重点
县市区以省委省政府名义开
展环保督察，于今年底在一个
市州开展，明年全省全面推开。

这次督察主要针对益阳市
委、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开展，
并延伸至部分县区级党委和政

府及其有关部门。 省环保督察
组组长陈克鑫表示， 开展环保
督察，目的是要促进科学决策，
解决好发展“指挥棒”的问题；
进一步落实环保责任， 加快推
进环境质量改善。 陈克鑫要求
督察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不
掺杂个人私愿，不搞打击报复，
不搞弄虚作假。

从12月1日至12月20日，
正常工作日每天上午8:00—下
午6:00， 督察组受理群众环境
保护方面的举报来信、来电。

督察组进驻期间投诉举报
热线：0737-3298876； 邮政举
报信箱 ： 湖南省益阳市第
201603号信箱。

■记者 姜润辉

省环保督察组进驻益阳
明年环保督察将在全省铺开

湘江新区日新月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