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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6日讯 （记者 陈淦璋）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近日召开的全省住房保
障工作调度会透露：截至10月底，全省棚户
区改造新开工73579户，开工率达92%；发放
公租房租赁补贴100471户， 基本建成公共
租赁住房5352套、竣工2543套。今年保障性
安居工程完成投资563.56亿元。

近年来， 我省切实发挥棚改工作稳增
长、惠民生的积极效应，积极推进棚户区改
造， 连续3年被国务院评为棚改工作真抓实
干、成效明显地区。其中，2017年全省各类棚

户区改造开工建设41.2万套，2018年开工建
设28.8万套；今年国家下达我省棚改任务为
8万套， 重点改造老城区脏乱差的棚户区和
C、D级危房。

省住建厅介绍，今年为切实推进棚改项
目进度，在防风险的前提下，多方筹措资金，
积极申报棚改专项债券，配合省财政厅成功
发行棚改专项债四批共200亿元； 下达中央
补助资金74.03亿元，省级补助资金1.5亿元。
公共租赁住房方面，加快建设、配套和分配，
加大对新就业职工、稳定就业农民工的保障

力度，助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累计完成
分配入住103.81万套，总体分配入住率达到
98.49%。

此次会议，通报了全省公租房信息系统
建设和审计整改、专项整治工作情况，以及
2019年棚户区改造任务完成情况和历年保
障性安居工程核查情况。 会议同时要求，谋
划下一步全省住房保障工作， 要抓状态建
设，切实提高能力水平；要抓紧收官，做好今
年各项任务扫尾清零； 要抓公租房运营维
护，并抓好明年棚户区改造计划申报。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 （通讯员 廖亚柳
记者 李治 陈淦璋） 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今天为招商银行长沙分行颁发不动产预告预
抵登记电子化首证。 这是长沙市颁发的首个
预告预抵登记电子证明。

该不动产预告预抵登记证明电子化业务
包含预告登记、预抵登记、预告及预抵组合业
务登记等业务类型， 业务流程由原来的4个环
节压缩成“受理→审核（生成电子证）”两个环
节。业务审批完结后，登记中心通过“互联网+
不动产抵押云平台”直接将电子化证明推送给
银行、开发企业单位账号，简化业务办理流程。

“不动产预告预抵登记电子化无需缮证，
更无需到窗口领证， 节约了业务办理时间成
本和开发企业、 金融机构的领证时间成本。”
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党总支书记、 主任文

德勇介绍，“此次启用的电子证明通过湖南
CA签章服务进行第三方认证，已经过多重加
密不得修改任何信息， 也确保了不动产登记
信息的安全性和唯一性。”

当天， 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还与招商
银行长沙分行举行了便民服务点签约仪式。
招商银行长沙分行设立不动产抵押登记便民
服务窗口， 为市民提供不动产抵押权首次登
记、 抵押权注销登记和预告预抵登记证明电
子化业务等服务。据悉，不动产抵押登记便民
服务点及预告预抵登记证明电子化的范围还
会扩大， 银行可通过网络与登记机构系统连
接，实时查询、掌握不动产权利状况，审批贷
款同时申请抵押登记，保证贷款安全，提高效
率； 市民可在银行办理贷款时一并办理抵押
登记，无需在银行、登记窗口来回奔波。

� � � �湖南日报11月6日
讯（记者 田育才 通讯
员 赵玲玲）日前，在俄
罗斯叶卡捷琳堡举办
的第三届金砖国家技
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
赛上， 代表中国出征
无人机操作赛项的张
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选手周凯鹏为
国夺金， 与俄罗斯代
表队并列第一。

2019第三届金
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
术创新大赛设中国和
俄罗斯两个赛区。本
次大赛共有来自俄罗
斯、中国、南非、巴西4
个金砖国家和白俄罗
斯、 蒙古、 哈萨克斯
坦、 伊朗等欧亚国家
的近500名选手 ，参
加了26个国际赛项和
20个国内赛项的技
能比武。 中国代表团
共有16支代表队 23
名选手参加无人机操
作、工业机器人、逆向

工程等13个赛项的角逐，并荣获1金8
银6铜的成绩。

本次无人机操作赛项包括无人机
组装、航空摄影、无人机抓手、3D建模
与打印、手动飞行运输货物、自主飞行
运输货物6个竞赛模块。张家界航院选
手周凯鹏与俄罗斯、南非、巴西代表队
选手展开激烈比拼， 以520分的总成
绩为中国代表团赢得本届赛事唯一的
金牌，为国家争得了荣誉。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 （记者 黄柳英 严万
达 通讯员 郭磊 姜泽健）11月5日，记者从永州
海关获悉，永州作为供粤港澳蔬菜的重要区域，
已有海关备案的食品原料基地68个（水果园11
个，蔬菜基地57个），数量居湖南省第一位，年出
口蔬菜产值近3亿美元，占全省90%以上。

近年来，永州市全力打造农业强市，紧紧
围绕建设湘南优质农副产品供应基地目标，
扎实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成功创建

长江以南第一个、 全国第四个国家级出口食
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市， 成为全国首批设
立的6个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产品配送分
中心之一。2018年， 全市引进规模上亿元的
蔬菜产业项目6个，投入建设资金15.9亿元。

该市力争到2021年，建成120万亩柑橘、
300万亩蔬菜、30万亩茶叶、300万亩油茶、
1000万头优质生猪等基地，实现供粵港澳大
湾区农产品产值100亿元以上的建设目标。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见习记者 李杰)“上
个月底，1.5亿元贷款已经到位，全年产值冲刺
9亿元， 我们信心百倍。”11月4日，“湖南微信
公众号联盟·大V看营商环境———全省产业园
区巡礼”首站走进常德经开区，湖南金富力新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黄文斌告诉记者，
下半年来，融资难成为企业发展的瓶颈，了解
企业的困难后，常德经开区工委委员杨丙武多
次组织金融办、银保监局、银行等单位召开协
商会，10月28日，1.5亿元贷款全部到位。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进产业项目建
设，常德经开区自2015年启动“百名干部联系
百家企业”活动，全区党政干部以“走进企业，

解决问题，促进发展”为目的，着力解决企业发
展和项目推进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联系
企业的干部严格遵循定期调度、 包干责任、督
查考核机制， 做好了解企业情况的调研员，政
策法规的宣讲员，解决难题的服务员，规范运
行的引导员，真心实意为企业做好服务。

今年来，常德经开区以“百名干部联系百家
企业”为抓手，通过新开发科创贷等产品，为园区
中小微企业融资担保达4.23亿元；全面执行人才
奖补政策， 颁发各类人才奖补资金共计948.8万
元；为区内企业招聘员工2073人，有效缓解了企
业“用工难”问题。今年1至10月，常德经开区共
签约引进项目71个，签约金额252亿元。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曾翔 曹岁磊）连日来，永兴县利用晴好天气，加
快项目建设，总投资3.8亿元的永兴鹏琨固体废
物资源化利用项目，已基本建成。该项目投产后
可实现年产值7.8亿元、年利税1.5亿元。

永兴县今年来重点突出产业项目建设，提
出项目建设要“提速提效”，县里被纳入郴州市
调度考核的重点产业项目25个， 年度计划投
资70.5亿元。为顺利推进项目建设，该县上半
年开展“园区建设发展百日攻坚”行动，先后制
定了手续办理及疑难问题处理工作方案、重点
产业建设项目手续办理部门牵头工作制实施
办法等，进一步优化了审批程序，压缩了审批
时限。100天内，该县晶讯光电、众德环保、鹏

琨环保等19个项目，有的开工、有的建成、有的
达产增效，掀起了一波波项目建设热潮。

同时，该县推出重点产业项目建设攻坚活
动。按照“开工建设一批、竣工验收一批、达产
增效一批”等要求，各工作小组在资金投入、手
续办理、破解要素瓶颈等方面，集中力量为重
点项目扫清“障碍”。按照“能并则并，未并就
简，能简从无”的原则，推进内审程序大瘦身，
提高审批质效，今年减少内审环节71个，在一
次办结时限上再提速49.1%。

据了解，今年前10个月，该县被纳入郴
州市调度考核的25个重点产业项目，已完成
投资80.555亿元， 为年度计划的114.26%，
“领跑”全市。

长沙发出首张
电子化不动产预告预抵登记证明

永州在海关备案的食品原料基地68个
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数全省第一前10月全省棚改开工率达92%

保障性安居工程已完成投资563.5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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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兴重点产业项目建设
完成投资114.26%

常德经开区百名干部结对百家企业

电商备战
“双十一”

11月6日，长沙
苏宁云仓， 工作人
员在为“双十一”购
物节备货。近年，湖
南电子商务发展势
头强劲。2018年，湖
南省电子商务交易
额 首 次 突 破 万 亿
元。“双十一” 购物
节前夕， 湖南各大
电商积极备货，力
争再创销售佳绩。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