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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临近， 在张家界某安置
房项目工作的农民工李文华满心
欢喜，再过不久他就能带着工资回
老家团圆了。 李文华对今年能及
时拿到足额工资如此放心， 得益
于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以下简
称“湖南建行”）创新推出的包括
民工惠、 湘匠通等在内的一揽子
综合金融服务方案。

在湖南， 像李文华一样不再
担忧“讨薪难”的农民工有近 11
万人次。 2019 年，湖南建行依托
科技赋能，引入金融活水，打造建
行特色的农民工普惠服务平台，
推出民工惠、 湘匠通系统以及湘
匠通卡等一系列产品，截至 2019
年 12月，累计投放“民工惠”专项
融资款超过 15亿元，发放湘匠通
卡 69077 张，实现农民工工资及
时、精准发放，从根本上解决“农
民工讨薪难”的社会痛点问题。

专项融资，解决企业“燃眉之急”

近年来，“农民工讨薪难”备
受社会关注， 也成为社会治理的
一大难点。

用“金融这把温柔的手术刀”
助力解决农民工欠薪的社会痛点
问题。湖南建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民工惠” 是以供应链金融为基
础，通过整合各方资源，将劳务分
包商对建筑企业的应收工资款提

前变现， 在不增加农民工费用负
担的前提下，实现工资全流程、全
线上及时发放的产品。

张家界某建筑公司便是湖
南建行这一金融创新的受益者。
该公司负责人刘先生介绍， 建行
“民工惠”不仅有效缓解了企业资
金“燃眉之急”，更使金融活水精
准滴灌至产业链条末端农民工，
目前该公司在湖南建行专项贷
款 820 万元，预期春节前能全部
以“民工惠”形式发放，惠及民工
千余人。

不仅在张家界， 作为国有大
行， 湖南建行始终坚守以服务实
体经济、 服务人民生活为本的初
心和使命， 将这一金融活水惠及
三湘大地。 截至 2019 年 12 月，

该行累计投放“民工惠”专项融资
款超过 15 亿元，让近 11 万农民
工高高兴兴领钱回家过年。

科技赋能，确保实现“精准输送”

李文华和工友都有一张建设
银行的工资卡。“以前担心讨薪
难，现在能按月足额拿到工资，简
直不敢相信”，回首往昔，李文华
激动不已。

农民工实现月薪制， 得益于
建设银行的科技赋能。 2017年 5
月，为逐级实现区、市级劳务人员
信息共享互用机制、 农民工权益
保障监察机制以及着力解决农民
工工资拖欠的问题， 长沙市劳动
保障监察支队面向金融机构发出
农民工工资支付专用账户采购项

目招标邀请。凭借金融科技优势、
协同联动优势， 湖南建行以第一
名佳绩脱颖而出， 取得了长沙市
建筑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专用账
户项目代理银行资格。

使命在肩，步履所达。 2018
年 4月， 湖南建行以超乎寻常的
速度，创造性推出了长沙地区“湘
匠通”系统（农民工工资实名制发
放管理系统）， 通过联接政府部
门、业主、总包、劳务公司、农民工
和用工管理平台，整合多方资源，
为农民工工资发放提供量身定制
的专属服务， 不仅帮助农民工及
时拿到工资， 更实现了工资来源
有保障、 工资管理有依据和发放
路径全监管，确保了“实名制”及
工资发放对象、 时间和金额真实
准确，实现精准输送。

值得一提的是，“湘匠通”系
统用建行新一代系统对工资发放
实现全流程封闭运行， 依托金融
科技堵住农民工工资发放漏洞，
专款专用，严防挪用。

用心用情，普惠金融送到家门口

提及湖南建行湘匠通卡，在
株洲某房地产项目工地务工的湘
西小伙肖松很是动情，“作为农民
工群体，社会地位一直不高，建行
员工不仅顶着烈日来工地现场，
为我们量身定制银行卡， 给予多

项收费减免政策， 还为我们提供
职业技能培训、招工找工撮合、社
会公益等服务， 建行如此用心用
情对我们， 我们工友都成了建行
的忠实粉丝”。

肖松仅是 69077名湘匠通卡
用户之一，湖南建行相关负责人介
绍， 通过为广大工友开办湘匠通
卡，该行配套专属优惠政策，为农
民工量身定制了一揽子普惠金融
综合服务方案。 比如：农民工的工
资卡免结算手续费、年费、小额账
户管理费，推出“龙 E 付”等产品
丰富农民工应用场景，联动“金湘
通”， 将服务进一步延伸至农民工
所在家庭，提供工资共享、亲情账
户及人文关怀，将普惠金融送到农
民工家门口，以全方位、多层次的
综合服务让农民工乐享幸福生活。

□记者手记

作为国有大行，中国建设银行
湖南省分行心系社会关切，回应社
会痛点，通过民工惠、湘匠通系统
以及湘匠通卡等金融科技创新手
段，精准地将款项支付至农民工银
行卡中，有效解决了“有钱发”、“发
给谁”、“发到手”的问题，并在欠薪
问题最为突出的建筑行业取得了
较好的实施效果，其实践经验值得
向更多产业和领域推广。
■通讯员 金李 吴梦 记者 潘海涛

建行“一揽子”方案破解农民工讨薪难
湖南建行投放“民工惠”专项融资款超 15亿元，让近 11万农民工工资有保障

建行送金融服务进工地，农民工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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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政协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今年湖南“钱袋子”将花在科、教、卫、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方面

精打细算过日子，集中财力惠民生
2019年湖南把钱花到了哪些地方？2020年，湖南的“钱袋子”怎么花？提交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

议审查的《湖南省2019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0年预算草案》的报告，详细披露了2019年财政预算
执行情况、2020年预算草案以及2020年财政重点工作任务。 ■记者 丁鹏志 李成辉

2019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5064�亿元， 全口径税收收入 4119�亿
元，地方收入 3007�亿元，地方税收收入
2061.9�亿元，全面站上“5432”新台阶。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8034.1亿元
（加上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三部预算总支出首次突破1万亿元），
增长7.4%。 其中， 民生支出共5644.4亿
元，占70.3%，较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

在主要支出政策落实上，安排“双一
流”建设专项16.3亿元；省级补助12.4亿
元，消除义务教育大班额2万个。兑现企
业、高校研发投入奖补资金6.1亿元。企业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十五连调”，达到
每人每月2500元； 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
助达到每人每年520元。升级财政惠民惠
农补贴“一卡通”，向6883万人次发放各
类补贴329亿元。省级扶贫资金45.7亿元；
51个贫困县统筹整合使用涉农资金162
亿元。安排79亿元，推进“一江一湖”深度
治理和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试点。

根据预算草案报告 ，
2020年省一级公共预算地
方收入预计为385.2亿元，全
省一般公共预算地方收入预
计为3127.3亿元。

2020年，湖南将全面贯
彻中央和省重大部署， 集中
财力办大事， 支持做好“六
稳” 工作， 打好“三大攻坚
战”，推动经济运行在合理区
间，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
“质”的稳步提升。精打细算
过“紧日子”，大力压减非刚
性、 非重点项目支出和公用
经费，全力以赴抓重点、补短
板、强弱项。

主要支出涉及教育、科
技、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
健康、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污染防治环境保护、基础设
施补短板、 加强基层建设、

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到
2021年建成 100所芙蓉学
校；全面化解义务教育大班
额，大幅增加公办幼儿园学
位；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
拨款制度扩大到普惠性民
办幼儿园，乡村教师人才津
贴政策扩大到非贫困县。支
持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
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建
设。继续提高城乡低保救助
水平， 进一步提高残疾人
“两项补贴”标准，加大就业
投入帮助退役军人、高校毕
业生、农民工、下岗人员等
重点人群就业。提高城乡居
民医保和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财政补助标准； 支持改
（新） 建农村厕所100万户；
支持扩大生产和疫情防控，
促进生猪保供稳价。

【去年】 民生支出占比超七成 【今年】 大力压减非刚性非重点项目支出

今年GDP预期目标：增长7.5%
提交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审查的《湖南省2019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0年计划（草案）的报告》显示：
2019

我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向好
●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6%左右（预计数），各项约束性

指标全面完成；
●圆满完成12件重点民生实事项目。

主要预期目标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5%左右，消费增长10%；
●市州城市PM2.5年平均浓度42微克/立方米以下；
●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新增城镇就业70万人。

主要工作
●将建设覆盖全省中小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
●实施一批保障房、老旧小区改造、污水垃圾处理、城市停

车场等领域项目；加快5G基站建设和商用步伐；
●加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实施普惠养老专项行动；
●开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创建；
●推进津澧融城等一批新型城镇化试点；
●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全覆盖；
●突出抓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人群就业。

■记者 丁鹏志 李成辉

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