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分行逾期贷款催收公告
依据合同法相关规定，请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本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分行履行相关贷款合同约定的偿付贷款本金、

利息（包含利息、罚息、利息复利、罚息复利）及相关费用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分行

2019年12月9日

注：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9年11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逾期未还本金、逾期未还利息（逾期未还本金及逾期未还利息计算
至2019年11月20日，其中逾期未还利息包含利息、罚息、利息复利、罚息复利）和相关费用，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华融湘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衡阳分行的本金、利息和其他费用按照相关贷款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借款人名称

衡阳林隐假日酒店有限公司

衡阳市创兴机械有限公司

衡阳宇元置业有限公司

湖南华兴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四方林业有限公司

祁东县锋艺科技有限公司

蒋冬云

李七生

梁雪梅

刘亚

王忠平

熊威

借款人（个人）
身份证号码

4301021981****5556

4304191973****875X

4304191974****7105

4304221975****3014

4304031970****1032

4304221990****3018

贷款余额

46,700,000.00

50,000,000.00

18,925,791.06

8,725,163.44

5,800,000.00

1,900,000.00

188,684.16

1,417,917.95

1,045,950.32

313,406.04

2,526,390.55

220,000.00

欠息金额

1,386,938.58

653,700.71

173,937.45

226,607.06

78,022.61

50,534.39

45,588.67

10,148.18

24,685.54

19,562.84

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

衡阳市林隐置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胡玉林、石峰、彭楚邯、朱星华、彭伟唐

何临春、邓燕辉、李小平

衡阳市文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先喜、
蒋晓勇、王超、汪元辉、谭榕华、李幼衡、
吴桂花、焦文

湖南鼎和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肖波、
谢丽君、陈洪波、黄秋燕

衡阳市石鼓区旭升小学、谢宜伶、魏志方、
湖南融兴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付元发、文和香、付虹彰、江沙、江彪

李七生

蒋冬云

曹黎明、陈平洋

徐红秀

衡阳市业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衡阳市平顺渣土运输有限公司、罗琳玲

唐丹丹

借款人名称

湖南子廷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衡阳八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衡阳市东大化工有限公司

衡阳云帆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

刘刚

周宁

吴云萍

林永平

王学春

胡玉华

耒阳市宏利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谢树伟

周伟

王丽君

借款人（个人）
身份证号码

4304031976****0533

3623011983****1513

3623011965****004X

3623231967****0215

3623231968****8014

3623231967****0056

4304111960****2514

4304021976****3017

4304041976****1102

贷款余额

26,000,000.00

16,970,000.00

17,967,273.20

17,999,791.66

163,310.47

2,126,531.63

1,055,771.69

2,846,242.17

2,751,367.43

2,751,367.43

2,280,628.14

2,440,797.68

128,915.50

895,976.60

欠息金额

1,941,608.60

94,956.20

67,343.51

1,366,316.57

34,345.87

361,651.18

179,300.08

481,199.18

465,158.69

465,158.69

169,045.96

18,354.28

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

衡阳八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任翠生 、
唐品芳 、任交辉 、刘先梅 、任子廷

湖南融兴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任翠生、
唐品芳 、任交辉 、刘先梅 、任子廷

谭恢春、雷芬英、谭亚平、李湘云、衡阳市东
大废旧有色金属回收有限公司

李紫萱 、欧阳明韬 、胡益玮

刘莉

湖南富鑫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林贝贝

湖南富鑫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张光畹

湖南富鑫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罗芸

湖南富鑫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陈玉梅

湖南富鑫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陈小华

曾祥实 、伍冬梅 、耒阳市宏利置业有限公
司、耒阳市互惠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衡阳市岳城实业有限公司、衡阳市岳屏招
待所、衡阳市岳城实业有限公司、曾忠仁 、
王秋菊 、李礼美

陈江南

周荣辉

12月2日，湖南省首张第二批“一件事一次办”改革
事项营业执照在永州市零陵区行政审批服务局颁发，标
志着零陵区“一件事一次办”改革步入了新阶段、快车道。

今年以来，该区通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引导党员干部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推
动工作的能力，将学习成果应用到破解群众办事难点、
行政审批痛点和公共服务堵点上来，让“一件事一次办”
落地生根，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公里”。该区抓好“一
窗受理，集成服务”工作，制定《零陵区“一件事一次办”
改革实施方案》，凡是在区政务服务大厅设立了办事窗
口的单位，把涉及“一件事一次办”事项全部纳入窗口集
中受理；把一批行政许可、行政服务事项下放到乡镇和
社区的便民服务中心，使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办理相关事
务，并开展延时服务、上门服务、预约服务等便民服务举
措。针对办理程序相对复杂、手续相对繁琐的承诺办理
事项，利用“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办件推送功
能，把材料推送到业务审批部门；开展政务服务事项标
准化改革，根据全省首批100项“一件事一次办”目录进
行梳理，精简审批环节18个，减少材料提交38份，平均
办事时限缩短3.58个工作日，编印标准化、规范化的办
事指南、流程清单、样本清单近1万份，使政务服务行为
更规范。

据统计，推行“一件事一次办”以来，全区共办理
57602件，群众满意率达98%以上。

（张兴国 单建华）·精彩湖南·

零陵：
以高质量主题教育推动“一件事一次办”改革

根据湖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本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

湖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

对下列债务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

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本公司，作为

郴州市芳园博大电器有限责任公

司等23户债权的受让人，现就部分

债权特此公告要求如下表中的债

务人、担保人及债务人、担保人的

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深圳

市华资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

还款义务或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华资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13日

深圳市华资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务催收公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债务人名称

资兴市冶金化工有限公司
郴州市宏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郴州市信达伟业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郴州市雄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郴州市恒吉实业有限公司
郴州市北湖区耀华公司
郴州市晶华家电有限公司
湖南省煤炭公司郴州煤炭运销公司
郴州市北湖区能源物资公司
湖南省郴州俊明物产总公司
湖南省郴县茶树良种繁殖示范场
郴州市方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郴州市洁玲食品店
郴州市日用化妆品批发部

合 计

金额（人民币：元）
本金

2,962,800.00
1,950,000.00
1,800,000.00
1,500,000.00
1,253,000.00
1,199,694.46

1,000,000.00
6,900,000.00
1,100,000.00

600,000.00
550,000.00
377,900.00
93,000.00
1137034.4

22,423,428.86

利息
2,372,838.15
3,092,799.21
2,683,383.93
2,191,700.87
1,981,876.58

844,581.44
1,020,013.86
7,502,293.29
2,344,315.71
1,115,260.65

955,530.14
666,983.25
258,626.04
611,051.53

27,641,254.65

合计
5,335,638.15
5,042,799.21
4,483,383.93
3,691,700.87
3,234,876.58
2,044,275.90
2,020,013.86

14,402,293.29
3,444,315.71
1,715,260.65
1,505,530.14
1,044,883.25

351,626.04
1,748,085.93
50,064,683.51

担保情况
担保方式
设备抵押
土地抵押
设备抵押
设备抵押
土地抵押

抵押
房产抵押
房产抵押
土地抵押
土地抵押

房产抵押
房产抵押

抵 押

担保人
资兴市冶金化工有限公司
郴州市宏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谢郧彬
郴州市雄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郴州市恒吉实业有限公司

周燕萍、陈金章、陈丽娜
郴州市丰盛物业有限公司
郴州市北湖区能源物资公司
湖南省郴州俊明物产总公司

郴州市方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邓品秀

注：1、本公告资产清单列明截至2016年6月30日的贷款本息余额，后期本金余额、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

定，债务人和担保人应归还给深圳市华资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款项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法院判决及中国人民

银行有关规定另行计算到归还日止。涉及币种注明外均为人民币，单位：元。2、若债权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

了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破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

担清算责任。

湘潭九华和平小学自 2015 年建校以来，努力进行
课程创新，使学校在短短几年里发生蜕变，迅速成为拥
有四个校区的教育集团。从农村小学到教育集团，九华
和平小学以国家课程为基础、校本课程为拓展、班本课
程为补充，不断地创新发展，办学品质得到了学生、家长
和周围百姓的广泛认可。

在“和而不同，平以致远”的办学理念下，该小学突
出“思维型教学”。将学科的核心知识、关键能力、思维
方法等整合起来，着力构建适合学生核心素养提升的学
校课程。这守正基础上的创新，使得学校课堂形态逐渐
从学科本位转向核心素养导向，形成了以培养学生思维
能力为核心的课程文化，吸引了省内外多所学校来校观
摩。

学校将校本课程内化为课程体系的结构之中，使之
与国家课程相互关联。集团总校长刘晓星认为：校本课
程的数量不在于多，其核心在于促进学生的发展，在于
彰显学校自身的办学特色。学校组建校本课程开发与
实施研究共同体，聚焦核心素养中人文底蕴、科学精神、
健康生活三个要素，先后开发与引进阅读、学思维、足球
为内容的校本课程。

该校在关注落实素养、发展特色的同时注重学生的
个性发展。执行校长丁素平认为：教师作为课程资源的
重要因素之一，应当得到充分的重视。学校鼓励老师们
将自己所学专业和个人兴趣融入课堂形成多样的班本
课程，通过成立班本课程管理共同体，对班本课程开发
与实施情况进行审核督查。（王锦华 米 来）

湘潭九华和平小学课程创新促学校蜕变

·精彩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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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重世界杯湖南运动员获1金8银1铜

“现在发现问题是好事”
湖南日报12月12日讯（记者 蔡矜宜）12日，在天津举

行的2019年举重世界杯赛暨2020年东京奥运会资格赛结
束全部较量，中国举重队中有侯志慧、谌利军、廖秋云和张旺
丽4名湖南运动员参赛，并最终取得1金8银1铜的成绩。

“他们确实都有伤病在身，不过已经开始恢复了，算是正常
发挥。”12日晚，湖南省举重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王明娟刚从天
津观战完回到长沙，她认为，参加选拔赛重在练兵，还没到最后
定论的时候。“现在发现问题是好事，还有时间调整。他们今年的
比赛特别多，完成资格赛积分要求后，明年最重要的就是调整好
身体，备战上半年的队内选拔赛。”

根据国际举联东京奥运会周期比赛规则，每个参赛国协会的
运动员必须在18个月的3个周期内，每个积分周期参加积分赛两
次。所以，一次选拔赛的成绩并不会直接影响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本次比赛，侯志慧以94公斤的成绩获得女子49公斤级抓
举冠军，并获总成绩第三名；谌利军获男子67公斤级抓举和总成
绩亚军，女子55公斤级的廖秋云和76公斤级的张旺丽，则在抓
举、挺举和总成绩上各斩获3枚银牌。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3 19332 2 5 4
排列5 19332 2 5 4 7 5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南水北调工程累计调水量
近300亿立方米
超1.2亿人直接受益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已
全面建成通水五周年。水利部副部长蒋旭光12日表示，工程累计
调水量已近300亿立方米，直接受益人口超过1.2亿人。

蒋旭光是12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作出上述表示的。

他说，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全面通水五年来效益
显著。受水区40多座大中城市、260多个县区用上了南水北
调水，南水已经成为很多城市供水新的生命线。

“南水北调工程综合效益巨大。据估算，南水北调工程为北
方增加的近300亿立方米水资源，可以为受水区约4万亿元
GDP的增长提供优质水资源的支撑。”蒋旭光说，通水以后，北
京、天津等大中城市基本摆脱了缺水制约，为保障京津冀协同发
展、雄安新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水资源保障。

与祖国同行 看梦想花开
——澳门回归20年成长印记

12月的澳门阳光灿烂。半岛最高处
松山山顶，东望洋灯塔像一位安详的老
人，见证海上丝绸之路的远洋船队往返
于中国和欧洲，也见证港珠澳大桥飞架
伶仃洋化碧波为通途，见证填海新区上
公屋拔地而起……

时间回到1999年12月20日零点零
分，五星红旗在澳门的夜空徐徐升起，离散
多年的游子终于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

从回归之初到2018年，澳门的GDP
增长了近8倍，人均GDP增长了近5倍；
同期，澳门累计财政盈余和外汇储备分
别增长193倍和6.2倍；澳门本地居民失
业率从6.3%下降至1.8%……

20年来，在“一国两制”的康庄大道上，
澳门人从“蹒跚学步”到“大步奔跑”，每一
步都充满了温暖和喜悦、坚持和探索、继承
和弘扬……

每一步，都充满收获的喜悦

75岁的澳门居民陈雨莲是街坊会联
合总会颐骏中心的一名义工。虽年过古
稀，她仍精神矍铄，觉得“自己还很年轻”，
每周定期打电话或上门关照独居老人。

20年来，陈雨莲的生活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回归前，一家三口和其他
两家挤在一个70平方米的房子里，11口
人共用一个卫生间。

如今，和所有65岁以上澳门老人一样，陈
雨莲享受着免费医疗，平均每月能领取约6000
元（澳门元，下同）的敬老金等各种津贴。

回归以来，澳门特区政府始终努力改善
民生，在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公共
房屋等民生领域落实“共建共享、惠民利民”
理念，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澳门就业人口月工作收入中位
数 ，由 回 归 之 初 的 约 5000 元 上 升 至
2018年的约16000元；

——澳门从 2007 年开始实行从幼
稚园到高中的15年免费教育；

——澳门特区政府主导建成5.1万套
公共房屋，保障中低收入人群安居需求；

……

民生福利的大幅提升背后，是澳门
持续2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近年来，在
保持博彩业、旅游业稳定发展的同时，澳
门加快培育新兴产业。截至2017年底，澳
门会展业、金融业、中医药产业及文创产业
等新兴产业的增加值总额比2015年增加
23.6%，占所有行业增加值总额的8.1%。

回归以来，澳门同胞当家作主，依法
享有前所未有的民主权利和广泛自由，
已顺利完成四任行政长官选举和五届立
法会选举。截至2018年底，澳门选民人
数达到 31.4 万人，政治参与度不断提
高。澳门特区政府不断完善相关选举制
度，努力拓展民主政制的实践。

20年来，澳门政治经济不断发展、社会
安定、居民生活相对优裕、社会保障制度比
较健全，这充分验证了“一国两制”、“澳人治
澳”、高度自治的方针的正确性和生命力。

每一步，都流淌国家的暖流

澳门大学珠海横琴新校区依山傍水，岭
南风格的建筑融入南欧风情。这个6年前启
用的新校区面积1.09平方公里，比之前的校
园大20倍，可容纳约1万名学生，解决了澳
大发展空间问题。

空间狭小，是制约澳门发展的普遍问
题。为此，珠海横琴新区应运而生，10年间
从一个荒岛变成高楼林立的新区，澳大新校
区是横琴与澳门合作的第一个项目，两种制
度在一地实现交融，是“一国两制”的最新实
践，也是国家支持的最新体现。

近年来，澳门特区政府加大投入推
动科技发展。2010年以来，在国家支持
下，仿真与混合信号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中药质量研究、智慧城市物联网和月球
与行星科学四所国家重点实验室在澳门
相继设立。依托这些重点实验室，澳门
不断融入国家创新体系，成为大湾区珠
江西岸科创走廊建设的重要一极。

澳门跨越式发展的20年，是不断融
入国家发展大局的 20 年。中央政府的
关爱目光和坚定支持，伴随着澳门20年发
展的每一步：

——《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
贸关系的安排》及补充协议、深化泛珠三角
区域合作等措施出台，为澳门创造一次次
发展机遇；

——中央将澳门海域面积明确为85平
方公里，为澳门开拓了海上经济发展空间；

——港珠澳大桥等跨境重大基础设施
项目建成，为澳门内引外联架设了更加便捷
的通道；

……
困难时刻，最温暖的手总是伸自祖国母

亲。2003年，为帮助澳门经济走出“非典”疫
情影响，内地居民赴澳门个人游开通；2017
年，澳门遭遇强台风“天鸽”正面重创，驻澳部
队千名官兵协助抢险救灾……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疲劳不堪的样子，
周围很多人都感动得哭了，我们也因此真正
懂得了祖国母亲的含义。”澳门小学生在给
习主席的信中深情地写道，“祖国就像妈妈
一样，在我们遇到困难时，她会张开温暖的
怀抱关爱呵护我们，祖国母亲就是我们的坚
强依靠。”

每一步，都是广阔天地的探索

400多年前，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
教士、学者从澳门进入中国，在东西方文化
交流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如今，澳门人正
抓住“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历
史机遇，努力在新的中西方文化、商业交流
大潮中留下自己的印记。

一直怀抱创业梦想的澳门青年周运
贤，很早就谋划跨境电商项目。2015
年，30岁出头的他将团队搬到横琴，成立

“跨境说”公司，尝试通过 AI+大数据技
术与云计算平台，打造一个跨越全球的
商品搜索引擎。

如今，生活在澳门、办公在横琴、放眼
大湾区，已成为很多澳门青年的常态。自
2015年启用以来，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累
计孵化349个项目，其中澳门创业团队达
186家。10年来，已经有1500多家澳资企
业在横琴注册落地。

因应澳门的优势，中央政府在“十二

五”和“十三五”规划中明确将澳门建设成
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及“中国与葡语国
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使澳门在国家改革
开放的大局中拥有独特的定位和功能。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澳门积极
响应，把自身定位与“一带一路”建设紧密结
合起来，发挥区位和专业优势，担当联系人
角色，推动多个葡语国家成为“一带一路”建
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

每一步，都是家国情怀的
传承和弘扬

1949年10月1日，五星红旗在澳门
濠江中学冉冉升起，这是在澳门升起的
第一面国旗，这是尚未回归的游子为新
中国送上的祝福。

如今，澳门大中小学实现升挂国旗
全覆盖，通过升旗仪式接受爱国主义教
育成为校园生活的一部分。

爱国情怀，血脉相传。
20年来，澳门社会各界在爱国爱澳

的旗帜下实现广泛团结，爱国爱澳力量
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始终占据主导，为特
区政府依法有效施政、确保“一国两制”
在澳门成功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年来，澳门深耕厚植青少年教育，
确保“一国两制”事业薪火相传：

——制定《非高等教育制度纲要法》等
法律法规，从法律上明确了爱国主义教育
的目标；

——与内地人民教育出版社合编历
史、品德与公民教材并广为推广，将宪法
和基本法列为通识教育必修课；

……
回归祖国20年，澳门始终坚守“一国”

之本、善用“两制”之利，服务国家所需、发挥
澳门所长，不断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向世界
展示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

如今，迎来“成年礼”的澳门风华正茂、
脚踏实地，在“一国两制”的成功道路上，一步
接着一步走下去。力度越大，足印就越深，
为未来走出自己的历史印记。

（据新华社澳门12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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