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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政府于2016年11月11日作出江汉房征决字
〔2017〕第6号房屋征收决定，对楚宝片项目征收范围内的国有土地
上房屋进行征收。该项目依法选定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为武汉
国佳房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下列房屋在该项目的征收范围内。因
穷尽其他方式均无法完成转交，或被征收房屋原登记产权人去世，
其继承人不明确且未能达成一致，未在房屋登记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手续，也未向房屋征收部门提供相关资料，导致现所有权人不明
确。现将下列房屋分户评估报告进行公告，公告期为30日，公告期
满视为完成转交。请下列被征收人、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或利害关
系人持相关证明材料，到本项目现场办公室领取分户评估报告。被

征收人、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对征收价格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
自公告期满10个工作日内，向本项目评估机构武汉国佳房地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申请复核评估，对评估机构复核结果仍有异议的，应当
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武汉市房地产估价师协会
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同时，请被征收人或被征收
房屋所有权人、利害关系人持身份证和相关证明材料，到本项目现
场办公室协谈征收补偿的有关事宜。项目部地址：江汉区前进四路
121号，联系电话：027-85603826。

武汉市崇安房屋征收服务有限公司
2021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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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征收人/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
范桃芝（已故）、喻建秋、喻焕润、喻受益、喻明杰
胡玉鹏（已故）
罗世焜、罗世杰（已故）、罗四维、罗世奎、罗世彪、罗秀珍
王东芳
张绪珍（已故）
梁望梅
余望望（已故）
俞瑞娥
张绪珍（已故）
袁小英、黄伟、黄尧清（故）、黄汉英（故）、黄转运（故）、黄春兰、黄细兰
李望生（故）、刘友芝（故）

房屋坐落
江汉区前进三路93、95号
江汉区前进三路145号
江汉区济生左二巷38号
江汉区桃源坊50-52号
江汉区楚宝前街23号2楼
江汉区前进四路103号
江汉区民主一街188号503号
江汉区前进二路18号4楼
江汉区楚宝前街28号
江汉区前进三路6-8号
江汉区前进三路165号

分户评估报告编号
WHC-2017000024-15组-41号
WHC-2017000024-15组-52号
WHC-2017000024-30组-27号
WHC-2017000024-23组-61号
WHC-2017000024-17组-38号
WHC-2017000024-36组-64号
WHC-2017000024-4组-66号
WHC-2017000024-17组-83号
WHC-2017000024-企业2组-373号
WHC-2017000024-26组-67号
WHC-2017000024-15组-84号

评估单价(元)
15553
15488
14890
14955
15488
14890
15724
15916
14890
15553
15553

公 告催 告 书
被征收人杨桂珍：

洪山区人民政府于2018年7月27日作出洪政征决字[2018]
第5号房屋征收决定，决定对武汉市洪山区自建社区片旧城改
建项目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及附属物实施征收。你名下位于
武汉市洪山区自建一村（房屋编号为A-126）房屋在本项目征收
范围内。因你在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未能达成征收补偿
协议，洪山区人民政府作出洪政征补字[2020]6号房屋征收补偿
决定，并依法向你进行了送达，征补决定现已生效。你在征补决
定规定的期限内仍未履行搬迁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等相关规定，现依法向你催告，请你自本催
告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按照各自征补决定的规定，选择征收补
偿方式，腾退被征收房屋并将房屋交付房屋征收部门。逾期仍
未履行的，将依法申请强制执行。

催告书自公告之日起满3日视为送达，对上述催告，你有权
在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5日内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不陈述、申
辩的，视为放弃权利。

联系人：王炎勇 联系电话：15997572975
特此催告！

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政府
2021年4月8日

声明 武汉市江汉区罗玛百货商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42010360005245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汉钢片被拆迁人王星林遗失拆迁协议书

原件，搬迁序号：H0001131，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陈昂遗失汉口秀园6-2-2802室购房发票

一张，发票号码：10271845，金额：598678元，声明作废。

寻人启事

2021年4月2日6时许，在位于黄孝路黄陂区罗汉寺

街廖公铺公交站路段发现一具无名男尸，约65岁左右，

身高1.54米，体型中等，上穿藏青色外套，下穿黑色裤子，

脚穿黑色运动鞋。有知情者请联系黄陂区交通大队童警

官15797019511、李警官15797019560。

黄陂区交通大队事故中队

2021年4月7日

本院根据武汉市楚才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西藏林芝富利
投资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湖北奥特莱斯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1年2月4日指定上海建纬（武汉）律
师事务所担任湖北奥特莱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管理人，债权
申报期限于2021年4月25日届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企业破产案件信息公开的规定（试行）》第十一条：“人民法院、
破产管理人可以在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召集债权人会议并表
决有关事项。网上投票形成的表决结果与现场投票形成的表
决结果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规定，本院定于2021年4月29日
9时0分，采取网络会议方式召开湖北奥特莱斯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债权人在
2021 年 4 月 29 日之前，会收到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
12368平台，发送短信通知的账号和密码，参会人员可自行选择
使用电脑或者手机参会。为确保会议当天顺利参会，请收到账
号和密码后务必登录会议进行测试，电脑端需要登录“全国企业
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s://pccz.court.gov.cn）点击破产重整
案件信息网首页右下角会议浮动框中的【进入测试】，进行会议
测试。手机端需要通过搜索微信小程序【债权人会议】，输入账
号密码进行测试。测试成功后请勿随意更换参会设备和网络。

正式会议当日，请参会人员务必再次登录系统，通过网络
观看会议直播和投票表决。

特此公告
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

2021年4月8日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21）鄂0115破2-1号

根据《武汉市人大常委会拟任审判检察人员任前公示
办法》的规定，现对提请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
议任命的审判人员情况予以公示。

管理，男，1980 年 10 月出生，汉族，籍贯上海，中共党
员，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律硕士，现任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副庭长，拟任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
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庭长；

刘晓凌，女，1976年1月出生，汉族，籍贯湖北武汉，中
共党员，在职大学学历，现任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庭副庭长，拟任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审判庭庭长；

余倩，女，1979年3月出生，汉族，籍贯湖北武汉，中共
党员，市委党校研究生学历，现任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
法院综合审判庭审判员，拟任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
院立案庭副庭长；

阮珂，男，1983年10月出生，籍贯湖北武汉，中共党员，
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现任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执行局审判员，拟任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审
判庭副庭长；

刘庆国、毛翠芳（女）、陶倩（女）、杨贝贝（女）拟任武汉
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判员。

上述公示对象公示时间为2021年4月8日至2021年4
月14日，对公示对象的有关意见，可在公示期间向市人大
人事任免委员会或市中级人民法院反映。联系电话：027-
82713432（市人大人事任免委员会），027-65686961（市中级
人民法院）。联系地址：武汉市沿江大道222号市人大人事
任免委员会（邮编：430014），武汉市江汉区常青路156号市
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邮编：430024）。

我们将严格遵守纪律，履行保密义务。为便于调查核
实，请在反映问题时，提供具体事实或线索，并请提供联系
方式，以便反馈查核情况。

武汉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人事任免委员会
2021年4月7日

长江日报讯（记者杨荣峰）深入推进“六项治理”，加快打造“五
个中心”。4月8日10时30分，区纪委书记系列访谈暨上线答网友
问活动举办第六场，江汉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监委主任秦红携
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长江日报直播间，接受访谈并在线答问。

4月8日10时30分，第六场访谈参与嘉宾为：江汉区委常
委、区纪委书记、监委主任秦红，以及江汉区城管局、园林局、万
松街主要负责人。

今年，武汉大力整治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庸、懒、散、慢、乱、浮
等问题，访谈将围绕“六项治理”工作开展情况，介绍典型做法，
进行案例剖析，回应网民集中反映的热点问题。

系列访谈由武汉市治庸问责办主办、长江网武汉城市留言
板承办，将持续邀请各区纪委书记及
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做客长江日报直
播间，并在线回答网民提问。

深入推进“六项治理”，你有什么
意见建议，有什么问题线索？可下载

“大武汉”客户端进入直播间提问、互
动，相关问题将交各区纪委督办。

治理庸懒散慢乱浮

江汉区纪委书记
今日做客直播间

大力开展六项治理 加快打造五个中心

可扫描二维码
进入直播间，提前提问

武汉市人大常委会
关于拟任审判人员
任前公示的公告

长江日报讯（记者杨帆 见习记者张思
敏 通讯员张曼舒）“武汉将新增7家区级养
老服务中心。”昨天下午，武汉市人民政府新
闻办公室召开《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高质
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新闻发布会，推出26条具体举措促进武汉养
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打造“武汉养老样板”。

每个小区都要配建养老服务用房

武汉市民政局局长李国汉表示，武汉是
全国较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城市之一，
目前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
多、增速快、老龄化程度高。

为了让老年人能够就近就便享受养老
服务，武汉市将采取几个方面的措施。一方
面通过编制《武汉市养老服务设施空间布局
规划》，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预留发展空
间。另一方面在新建住宅小区按照每百户
不低于30平方米、建筑面积不小于300平方
米的标准配建养老服务用房，已建成住宅小
区按照每百户不低于20平方米、建筑面积
不小于200平方米的标准，通过新建、改建、

购置等方式配建养老服务用房。
到2022年，全市还将至少新增7家区级

养老服务中心、100家养老服务综合体、500
个农村老年人互助照料中心（服务点），形成

“15分钟养老服务圈”；全市完成3000户特
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建成4家人
工智能养老机构、20个人工智能养老社区、
2000张以上智能家庭照护床位。

全市养老机构将全部实现医养融合

为了更好满足老年人健康养老需求，提
供专业化的康复护理服务，《实施意见》将从
补贴、保险、建设等各方面完善养老机构医
养融合功能。首先通过建设补贴等办法，鼓
励支持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到2022 年
全市养老机构的医养结合率达到100%。

给予医疗机构运营补贴，支持医疗机构
开设老年病专科、增设老年护理床位，到
2022年全市二级以上综合性医院设置老年
病科比例达到50%以上。

深入街道社区，大力建设老年人家门口
的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点，利用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乡镇卫生院等资源，重点为社区（乡
镇）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集中或居家医养结合
服务。通过健全医养结合机制，推进实施长
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
纳入医保定点范围，支持医务人员到医养结
合机构执业。

探索长期护理保险撑起“保护伞”

市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刘庆元介绍，长期
护理保险是专门为因年老、疾病、伤残等导
致的重度失能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的一
种社会保险。截至目前，经国家批准，全国
共有49个城市开展了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工
作。对符合规定的护理服务费用，基金支付
水平总体在70%左右。

虽然我市暂未列入国家试点城市，但全
市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全市户籍总人口数
的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4个百分点，失
能老年人数量逐年增加，要求建立长期护理
保险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

市医保局自成立以来，一直加强长期护
理保险制度建设方面的政策研究，密切跟踪

了解全国各地试点情况。下一步，我市医保
部门将适时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立法
调研工作，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探索建立与
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长期护理
保险制度。

养老护理员根据等级享受补贴

在养老行业，护理员缺口一直很大，就
业门槛低、从业人员年龄偏大是一个普遍现
象。《实施意见》将从实处提升养老护理员的
社会地位和收入。推行养老护理员职业技
能等级认定制度，根据级别分别给予每人每
月100元至600元的岗位补贴和入职奖励。

《实施意见》还对养老服务、养老机构设
施建设、养老市场主体提出给予补贴，如对
养老服务综合体，按照每张床位1万元的标
准，给予建设补贴；对连锁运营5家以上养
老服务设施的企业或社会组织给予20万元
一次性奖补；对特殊困难老年人居家适老化
改造的，给予1000元至3000元的阶梯式补
贴；将90岁以上老年人全部纳入补贴范围，
每月享受100-800元的居家养老服务补贴。

两年内新增7家区级养老服务中心

武汉每个小区配建养老服务用房

长江日报讯（记者杨帆 见习记者张思
敏 通讯员李绍孟）既有福利院的服务，又有
医院的功能，还能为周边老人提供上门养老
服务。昨日，长江日报记者从江汉区民政局
获悉，全市首个“医康养护”相结合的养老综
合体——江汉区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已开
工，这项投资3.5亿元的惠老项目将在明年
投入使用。

江汉区养老服务中心规划设计总层
数 13 层，总建筑面积为 3.8 万平方米，设
计床位约 500 张、停车位 160 个。该中心
将以医疗服务为支撑、康复服务为补充、
高品质生活照料服务相融合，配备专业医
疗护理服务团队，将医疗和康复护理技术
有效融入专业照护过程，让每位入住老年
人都能享受到“家庭式氛围、亲情式照料”

的专业服务。
江汉区养老服务中心属于普惠养老项

目，主要针对特殊困难老人提供集中照顾服
务。它首先惠及该区特困老人，可以接收困
难老人的日间照料和长期托管服务，实现困
难老人养老兜底保障。该中心内还将有医
疗机构资质，提供老年病门诊、慢性病管理
等老年需求量大的医疗服务，并配有治疗床
位。对于周边街道、社区里有养老服务需求
的家庭，还可以提供送医送药、送餐、上门护
理等服务。

另悉，江汉区还将探索辖区12条街道
公办养老机构全覆盖，每个街道养老机构床
位不少于100张，整合医疗资源，降低百姓
养老成本，全面提升公办养老机构覆盖率，
让更多老人轻松享受养老服务。

全市首个“医康养护”相结合养老综合体开工
江汉区养老服务中心明年投用

江汉区养老服务中心效果图。

长江日报讯（记者李金友 见习记者郝
天娇 通讯员吴焕）一个仅有300余人的公
司，年营业收入却达3.4亿元。4月7日，长
江日报记者从南斗六星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南斗六星”）获悉，该公司营业
收入连年增长，人均产值超100万元，打造
了国内领先的智慧汽车云控平台，独创的
智能驾驶全景环视系统270o拼接算法还成
为国家标准。

南斗六星是一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位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专注于以大
数据分析为核心的智能网联汽车的云端产
品研发、应用与推广。

耗资2000万元，打造国内领先
智慧汽车云控平台

轻点鼠标，远在千里之外的厦门中远

洋海运码头，无人驾驶重卡装卸集装箱的
场景显示在大屏上；画面切换到武汉，正在
沌口核心区域内进行示范运营的自动驾驶
出租车运行状况一目了然……

这是记者4月7日在南斗六星云控平
台控制中心看到的场景。南斗六星总经理
助理张宇介绍说，这是该公司研发的智能
网联和自动驾驶云控平台，目前接入了共
享出行、自动驾驶出租车、智慧物流、智慧
环卫以及智慧停车等多种智能网联与自动
驾驶示范应用场景，相当于是自动驾驶汽
车、智能网联汽车的“神经中枢”。

据悉，这个云控平台耗资已超2000万
元。“近5年来，我们每年的研发投入都占
年营业收入的 13%以上，而过去 5 年的营
业收入平均增长率也超过了15%。”该公司
总经理助理许锐介绍说，正是这种高强度

的研发投入，让该公司相继推出智能驾驶
车路协同云控系统、新一代智能座舱系统、
南斗云大数据处理平台等优质产品。

研发“不惜本”，独创智能驾驶
视觉算法成“国标”

南斗六星星光闪烁，源自研发“不惜
本”。南斗六星投资2600余万元，购置开发
测试先进设备，研发设计与工艺制造创新能
力达到国内同行先进水平，还拥有国际一流
的CNAS认证实验室。为研发安全网关产
品，斥资500万元购置测试和检测设备。

“目前，我们公司在辅助驾驶安全领域
市场占有率行业领先，独创的全景环视系
统270o拼接算法获同行的效仿与认可，成
为国家标准。”许锐介绍道，为确保智能网
联汽车信息和数据安全，该公司研发的安

全网关硬件产品已通过中汽研的安全测
试，现已批量供应客户。

与此同时，南斗六星研制的智能驾驶座
舱、视觉辅助系统、车身预控系统等智能网
联汽车硬件产品也得到了市场的广泛认可。

我国发明专利申请一般需要2至3年，
但南斗六星不少发明专利申请短短3个月
便快速通过。据介绍，目前该公司现有核
心知识产权316项。去年底，南斗六星技
术中心被认定为省级技术中心。

“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我们的科技创新
脚步只会快不会慢，研发投入强度只增不
减。”许锐表示，“未来5年，每年至少增加
100项专利，继续扩大创新人才队伍，推动
产学研融合，进一步提升公司创新能力，推
动公司实现研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构建
核心竞争力。”

一成以上营业收入投向研发
南斗六星智能驾驶视觉算法领先同行

长江日报讯（记者陈洁 李金友）7日，长
江日报记者从武汉市科学技术局、武汉市科
技发展促进中心了解到，武汉2020年度企业
研究开发费用（以下简称R&D）百强已出
炉，就目前R&D 排名前100 位企业来看，
76%为高新技术企业，央企和国企占比较高。

从数据上看，R&D 排名前 10 位的分
别为：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中交第二航
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中铁
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武汉钢铁有限公司、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建三局
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海思光电子
有限公司、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这些企业2020年研发费用规模均在10亿
元以上，80%为高新技术企业。

武汉市科技发展促进中心统计分析部
介绍，R&D 一般与当地 GDP 比重有一定

关系，2019年武汉市的R&D占GDP比重
3.20%，2020年度的填报工作刚结束，就填
报过程中的数据分析看，受疫情影响，2020
年度的 R&D 可能会出现负增长，武汉市
科技发展促进中心统计分析部负责人称：

“由于部分企业受到疫情的影响，在R&D
投入上较往年有所减少。”

记者获悉，全国城市2019年全社会研
发投入情况前12名城市分别为：北京、上

海、深圳、苏州、广州、杭州、武汉、西安、重
庆、南京、天津、成都，武汉在全国排名第
七。但从R&D占GDP比重来看，武汉还
有进步空间。

武汉市科技发展促进中心统计分析部
分析，例如，2019年西安的GDP为9321.19
亿元，是同期武汉市GDP（16223.21亿元）
的57.46%。因此，西安R&D 占GDP 的比
重较高，占比仅次于北京。

武汉研发投入百强企业出炉 央企国企占比多

武汉 发布

加快打造“五个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