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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提示：登报用报须谨慎，确认资信勿盲目

鼎极文化独家总代理省级媒体 权威有效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2018）湘 0105 民初 715
号民事判决书和湖南省长沙市
中级人民法院（2018）湘 01 民
终 8092 号民事判决书，现将登
记在原审被告冯国强名下的位
于长沙市开福区福庆街 56 号的
房屋、产权证号为：长沙市房
权西字第 011913 号的长沙市私
有房屋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2
019）湘 0121 执 2571 号的协助
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在被执
行人欧阳兰名下的位于湖南省
长沙市岳麓区银盆南路江岸锦
城商住小区 4栋 604 号的房屋、
相对应的产权证号为：00408
537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与该房
屋编号为：长国用（2006）第
046073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

注销公告
湖南聚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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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欣，电话 13810673888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4 执恢 2105
号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
将登记在被执行人冯梅名下的
位于长沙市开福区丽臣路 361
号 003 栋 411号的房屋转移登记
至买受人杨永忠名下、将相对
应的产权证号为 00206530 号的
房屋所有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湖南日兴广告有限公司遗失由
长沙市芙蓉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2019 年 10 月 23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91430102MA4L2M2B70，
另遗失单位公章、财务专用章
和法人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湖南民政划定今年民生重点：城乡低保标准不得低于550元/月和4300元/年

推动过半街道建成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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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20日讯 今年将高质量
推进交通重大项目建设， 全年预计
完成交通投资808亿元。常祁高速、
安慈高速、 龙琅高速今年将实现全
线通车， 共建成通车高速公路里程
128公里， 这是记者从今日上午召
开的2021年湖南省交通运输工作
会议上获悉的。

去年实现“县县通高速”

2020年，湖南全年完成交通投
资 734.4 亿 元 ， 为 年 度 目 标 的
146.9%， 完成比例创历史新高，交
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其中，新开工建设13条近1000
公里高速公路， 超额完成年度目标
任务；长益扩容、安慈高速石门至慈
利段等3条（段）149公里高速公路
建成通车，实现“县县通高速”；完成
自然村通水泥（沥青）路建设7904
公里，“村村通硬化路”全面实现，走
在全国前列。湘江二级航道二期、岳

阳城陵矶港区二期工程建成投产。

益常扩容工程今年开工

2021年预计完成交通投资808
亿元， 高质量推进交通重大项目建
设，推进平伍益、衡永、醴娄扩容等
24条1602公里高速公路项目建设，
确保建成通车128公里。

按计划，常祁高速、安慈高速、
龙琅高速今年将实现全线通车。

今年还将开工建设益常扩容、
新化至新宁等3条高速公路358公
里，力争开工京港澳耒宜段扩容、沪
昆金鱼石至醴陵段扩容等3个项目
176公里。计划实现湘祁二线船闸建
成投产。

此外， 还将建设旅游路、 资源
路、产业路4000公里。完善农村公
路安防设施10000公里， 建设完成
“司机之家”10个， 全力办好交通民
生实事。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袁东伟

本报1月20日讯 今天，湖南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了全省金融业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2020年， 湖南实现金
融业增加值2126.44亿元，同比增
长8.3%；全省金融机构累计向实
体经济让利150亿元以上。

根据规划， 到2025年末，全
省社会融资规模要力争达到2.5
万亿元以上， 金融业增加值占全
省GDP比重提高到6%左右；各项
存款余额、贷款余额分别突破9万
亿元、8万亿元， 全省A股上市公
司突破200家， 保险业原保费收
入突破2500亿元。

去年金融业上缴税收
逾377亿元

湖南省金融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刘胜军介绍，2020年湖南实
现金融业增加值2126.44亿元，同
比增长8.3%， 占GDP比重5.1%，
比“十二五”末提高1.1个百分点。
截至去年末， 各项存款余额5.79
万亿元，贷款余额4.94万亿元，相
比“十二五”末分别增长59.9%和
104%； 全省存贷比达85.3%，比
“十二五”末提高18.4个百分点。

去年我省贷款增长16.5%，
居全国第四位 ； 原保费收入
1513.06亿元， 同比增长8.4%，增
速居全国第9位；金融业上缴税收
377.87亿元， 占全省税收比重为
9.1%。

累计向实体经济让利
逾150亿元

2020年初疫情发生后，湖南
及时出台了“金融八条”“金融十
二条”等配套政策，从加大信贷投
放、降低融资成本、优化金融服务
等方面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
复产。

初步统计， 去年全省金融机
构通过减免利率、 信用贷款免收
担保费、延期免息等方式，累计向
实体经济让利在150亿元以上。

湖南资本市场在2020年得
到加快发展。截至去年，全省共
有A股上市公司 117家， 其中
2020年新增13家，新增数量居全
国第8位、中部第2位，实现首发
上市融资119.01亿元，创历史新
高。全省A股上市公司总市值由
年初 9866亿元增长到年底的
1.75万亿元，增长77.7%，增幅居
全国第二位，爱尔眼科、蓝思科
技、 芒果超媒3家企业市值超千
亿元。

■记者 潘显璇 实习生 陈瑜玲

本报1月20日讯 全省
建设特困供养床位5000张；
城乡低保标准不得低于550
元/月和4300元/年；生活不
能自理特困人员集中供养
率达到50%以上；支持1.23
万户困难老人家庭开展适
老化改造：在今日召开的湖
南省民政工作会议上，记者
了解到，我省民政部门今年
将在这些民生大事上发力。

全省建设
特困供养床位5000张

办好重点民生实事，今
年全省要建设特困供养床
位5000张（其中护理床位
4000张以上）， 城乡低保标
准不得低于 550元 /月和
4300元/年， 月人均救助不
得低于374元和229元，低保
对象中的困难残疾人生活
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
贴每人每月不得低于70元。

推进社会救助制度改
革， 建立低保标准动态调
整、 财政投入分担机制，制
定低保审核确认、特困人员
认定、 低收入家庭认定、经
济状况核对等办法， 指导
60%的县市区进行精准差
额救助。

加快建设困难群众大
数据库、 社会救助大平台，
将12349整合到12345政务
平台。

1.23万户困难老人家庭
将适老化改造

加强养老设施建设，推
进特困供养机构提质升级，
全省生活不能自理特困人

员集中供养率要达到50%
以上。

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推
动50%以上的街道建成综
合养老服务中心、50%以上
的城市社区建成日间照料
机构，支持1.23万户困难老
人家庭开展适老化改造。

加快发展儿童福利，培
育儿童服务类社会组织140
个，实现儿童督导员、儿童
主任培训全覆盖。

加快发展残疾人福利，
新建改扩建5所精神卫生福
利机构，指导25%以上县市
区开展精神障碍社区康复
服务，持续开展“福康工程”
等公益助残行动。

开展跨区域
婚姻登记试点

认真执行省委“1+5”
政策文件，建立村（社区）工
作事项准入制度，“头雁工
程”培训村（社区）主干2.95
万人，线上培训社区工作者
4.5万人。

深化殡葬领域改革，支
持8个殡仪馆、260个农村公
益性公墓建设，持续整治殡
葬领域突出问题，稳步提高
全省火化率。

优化婚姻登记服务，开
展跨区域婚姻登记试点。

颁布实施《湖南省实施
〈慈善法〉若干规定》，推进
湖南社工“禾计划”2.0版建
设， 教育培训社会工作者1
万人。

加强志愿服务，指导开
展“时间银行”等志愿服务
项目试点。 ■记者 杨昱
实习生熊瑛通讯员邓文艳

2020年，全省城乡低保
平均标准达到588元/月和
5003元/年，月人均救助386
元和251元； 城乡特困人员
基本生活标准平均每人每
年8751元和6297元；困难残
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
人护理补贴平均每人每月
74.8元和68.7元；集中和散居
孤儿每人每月保障1350元

和950元； 建成养老床位50
万张， 每千名老人39张，护
理床位占比38%； 社会组织
总量达到3.7万多家，建成社
会募捐点和慈善超市1004
个；注册专业社工7万多名、
志愿者1190万名；城乡社区
综合服务设施、 公共服务综
合信息平台实现全覆盖，“十
三五”各项指标全部完成。

城乡低保平均标准达588元/月和5003元/年

交通
大动作

2021年

去年全省金融机构
向实体经济
让利逾150亿元

预 计 完 成 交 通 投 资
808亿元

推进平伍益、衡永、醴娄
扩容等24条1602公里
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确保建
成通车128公里

常祁高速、安慈高速、龙
琅高速将实现全线通车

将开工建设益常扩容、新化至
新宁等3条高速公路358公里

力争开工京港澳耒宜段扩容、 沪昆金鱼石
至醴陵段扩容等3个项目176公里

计划实现湘祁二线船闸建成投产
建设旅游路、资源路、产业路4000公里
完善农村公路安防设施10000公里
建设完成“司机之家”10个

常祁、安慈、龙琅3条高速
今年实现全线通车
京港澳、沪昆高速湖南段将开工扩容改造

记者了解到，备受关注的湘桂运河项目
将在“十四五”期间进行前期研究。湘桂运河
沟通湘江和桂江，建成后将连通长江水系和
珠江水系，打造湖南第二条出海通道。

按计划，“十四五”期间，湖南将按不
低于8车道标准， 全线扩容改造G4京港澳
高速、G60沪昆高速湖南段。 全面建成湘
江、沅水高等级航道。高速公路通车和在
建总规模力争超过1万公里，31个省际出
口全部打通。建设约2万公里旅游路、资源
路、产业路，实现主要景区、园区、经济节
点双车道全覆盖。

数读2020

“十四五”蓝图 湘桂运河项目将进行前期研究
▲▲

■制图/张元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