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彩湖南·

12月25日晚，常德市武陵区东江街道新安社区党

总支书记黄杰带领巡防队员，围绕居民区、武陵工业园、

铁路沿线巡查，不留死角，确保“两节”平安祥和。自新

安平安建设义务巡防队成立以来，该社区未发生一起盗

抢案件。

过去，新安社区地处城郊，辖区厂矿企业多，又是铁

路沿线，社情复杂，盗抢案件时有发生。2016年初，新

安社区坚持党建引领，自筹资金近10万元购置了巡逻

车、电筒、警棍、防暴叉等巡逻专用器材，组织18名社区

党员和居民成立新安平安建设义务巡防队，协助辖区管

理治安。义务巡防队每周不少于3次夜巡，夜巡时不留

“死角”，社区境内的居民住宅区、厂矿企业区必须面面

俱到；对社区突发事件随叫随到，维护秩序，协调处理各

种矛盾。

义务巡逻队守护着居民和厂矿企业的平安。今年2

月，义务巡逻队夜巡时发现社区三组住宅区一可疑人员

潜入居民家中行窃，当场将其抓获并移送东江派出所；发

现辖区一路口交通拥堵，巡逻队开展义务治安管理，劝导

制止违停；发现辖区交通刮擦可能引发斗殴，巡逻队现场

劝导，阻止了斗殴事件的发生。 （彭 琳）

党建引领平安建设 义务巡防换来祥和

·精彩湖南·

近年来，湘乡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知识
产权战略，先后获批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国家工业资
源综合利用基地、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湖南省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示范县。

厚植高质量发展沃土。相继出台《关于知识产权战
略的实施意见》《湘乡市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实施方
案》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将“知识产权保护”“专利申请”等
纳入对乡镇(街道)和市直单位年度绩效考核。自2010年
起，市政府设立60万元知识产权专项资金并纳入财政预
算。2019年，市政府对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共奖励200
万元。

推动专利提质增量。通过调整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
资助金、发明专利年费补助金等资助政策，激发企业申请
专利的热情。2019 年湘乡市注册商标 68 件，专利申请
421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85件。专利授权224件，每万
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1.25件。

促进产业创新发展。出台《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
展二十条》，对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贴息补助等优惠政策进
行明确规定。与中国建设银行湘乡支行合作，引导20余
家企业开展专利质押融资。3 年来，共办理质押融资
1000余万元。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开展“双打”工作，查办侵权假
冒违法行为。今年以来，出动执法人员80余人次，检查
超市、商场、药店等经营场所100余家次，查处“双打”案
件30余件;充分发挥12315举报投拆电话职能，接受社会
公众和权利人的举报投诉，受理维权援助案件8起。

(张 靓 张格冬)

湘乡:推动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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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债务人

娄底市恒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株洲新通铁路装备有限公司

郴州市诚泰矿业有限公司

耒阳市利源煤业有限公司

怀化市万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娄底市和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双北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衡阳银泓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

耒阳市富弘能源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衡阳市金雷水泥建材有限公司

湖南朝阳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邵东县天隆打火机有限公司

邵东县银利珍珠棉有限公司

武冈大酒店有限公司

邵阳市景秀矿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湖南华源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沩山湘茗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娄底市坤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鑫旺珍珠棉有限公司

本金（元）

5,188,707.00

5,124,651.53

3,632,773.00

11,996,791.40

1,313,388.96

1,261,642.96

8,393,003.81

34,697,230.25

37,990,000.00

5,500,000.00

64,000,000.00

14,000,000.00

14,371,729.08

41,000,000.00

6,996,000.00

47,732,493.77

2,227,472.29

17,500,000.00

12,700,000.00

335,625,884.05

利息（元）

4,837,149.48

4,120,189.73

10,373,320.99

6,886,158.26

250,917.98

86,467.36

555,461.01

4,671,422.45

1,133,349.54

541,606.05

4,307,032.79

2,494,777.48

1,782,412.73

5,412,335.70

1,582,566.56

5,049,985.24

1,169,395.61

4,312,567.24

997,186.73

60,564,302.93

利息计算
截止日

2019年2月21日

2019年2月21日

2019年2月21日

2019年2月21日

2016年1月21日

2016年1月21日

2016年1月21日

2018年8月21日

2018年8月21日

2018年8月21日

2018年8月21日

2018年8月21日

2018年8月21日

2018年8月21日

2018年8月21日

2018年8月21日

2018年8月21日

2017年5月31日

2017年5月31日

担保人

邹学文、曾启田、李玲兰

株洲八达铸业有限责任公司

何春阳、何春香、陈爱莉、陈北川、何宇清、肖莹、陈颖诗、陈爱中、刘健民

耒阳市利源煤业有限公司、郑伟、郑策

周敏

刘惠希、王求珍、刘颖群、刘彦飞、曾魁伟、刘浩群、何琴

张丽生、易泽群、易子良、易世锋、祖丹

衡阳市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湖南省华信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衡阳鸿鑫实业有限公司、衡阳鸿锦石油钻具有限公司、雷霆、侯爱忠、衡阳鸿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庭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选芳、伍冬兰、陆锋锋、资娜、耒阳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陈江毅、谷娅妮、周夏月、黄兴国、陈江南、周伟、衡阳市金岭环保建材有限公司、陈爱国、袁梅、陈治才、李宝国、黄跃林、衡阳市金雷水泥建材有限公司

衡阳市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湖南省朝阳重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李映红、阳美兰、湖南朝阳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衡南电机有限责任公司

谢志峰、谢志斌、杨灵艳、杨君芳、湖南省柔点工贸有限公司

赵碧、谢建华、赵艳云、李爱民、李红英

黎顺长、刘清娥、武冈大酒店有限公司

葛景江、刘玉梅

湖南国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郭运斌、唐丽伟、湖南银日实业有限公司

姜胜标、刘素清、湖南沩山湘茗茶业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农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湖南骏和集团有限公司、刘惠希、王求珍、刘浩群、何琴、刘彦飞、曾魁伟、刘颖群、邓星燎、邵阳市和宏汽车贸易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邵阳市和祥汽车贸易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娄底市和轩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邵阳市和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娄底市和信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娄底市和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李玉华、李爱勤、谢莉斌、李德群、李喜成、唐周英

注：1、本公告资产清单列示截至利息计算截止日的贷款本息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法院判决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
2、本公告资产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保证人的共同义务人、抵押人、出质人及其承继人等。如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还款义务

或者承担清算义务。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

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
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将其对下列公告资产清单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
的主债权、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及相关附属权益，
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华融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
务人及担保人。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
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资产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
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担保合同及相关附属权益文件

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五一大道976号
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731-84845037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
联系人：楼先生 联系电话：13566766667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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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组部划拨19740万元党费
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

新华社北京12月29日电 为充分体
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活
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的关怀，日前，
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中央组织部从代
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19740 万元，专门
用于 2020 年元旦春节期间走访慰问生

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对基层干
部特别是战斗在脱贫攻坚一线的第一书
记、驻村干部、村干部、到村任职高校毕
业生以及“共和国勋章”、国家荣誉称号
获得者和因公去世干部家属要一并走访
慰问。对村（社区）老骨干、因病致贫的特

困群众、确有困难的基层党务工作者也
可纳入走访慰问范围。

中央组织部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把
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作为深入学习贯彻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成效的重要举措，高度重视，
精心组织，用心用情做好有关工作，
使走访慰问活动成为凝心聚力的暖心
工程。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落实配套
资金，确保在春节前发给慰问对象，
做到专款专用。

体育无“小年”，湘军蓄“大招”

国家卫健委：

法律已“出手”
对暴力伤医“零容忍”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9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十五次会议28日表决通过了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
促进法、修订后的证券法等，在随后举行的全国人大常
委会办公厅新闻发布会上，有关部门负责人围绕表决通
过的法律介绍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有记者就12月24日发生在北京民航总医院的严重
暴力杀医事件，提问有关法律如何惩戒暴力伤医行为，
国家卫健委法规司司长赵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
政法室主任袁杰明确表态：法律已“出手”，对暴力伤医

“零容忍”。
12月24日6时许，北京民航总医院急诊科杨文副主

任医师在正常诊疗中，遭到犯罪嫌疑人孙文斌的恶性伤
害，致颈部损伤，伤重不治。26日，国家卫健委回应称：这
不是医患纠纷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刑事犯罪。这种伤害
医生的严重刑事犯罪行为必将受到法律严惩。

赵宁说，这部法从法律的角度阐明了国家对医务人员
的保护。在法律审议的过程中出现了这个事件，我们非常痛
心，也非常愤怒。国家卫健委对任何形式的伤医事件是零容
忍，这是我们一贯的态度。

袁杰说，所有人应该认识到，医务人员是我们全体公民健
康的卫士，也是卫生健康事业的主力军。医务人员是为全社
会、为全体公民提供医疗服务的，为我们的健康提供保障。所
以，对医务人员的侵害，无论从道德上还是从法律上，都应当
予以严厉谴责和制裁。

据悉，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经依法审查，已对犯罪嫌
疑人孙文斌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星彩 19150 5 5 9 9 7 1 3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36971751.96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3 19349 3 3 8
排列5 19349 3 3 8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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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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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省内体育盘点

9月20日，在泰国芭提雅举行的2019世界举重
锦标赛男子67公斤级比赛中，中国选手谌利军以
337公斤获得总成绩冠军，以150公斤获得抓举季
军，以187公斤获得挺举亚军。

图为谌利军在比赛中庆祝试举成功。 新华社发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奥运前一年一般被称作“体育小
年”，但随着“健康中国”“全民健身”理
念深入人心，体育“大小年”逐渐淡化。

8 个世界冠军不乏突破与精彩、
千余名少年登上第二届全国青年运
动会、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亚洲杯闪
耀星城、80 余场群体赛事活动贯穿
全年……2019 年，湖南体育精彩不
减，蓄势待发。

招式一：
冲击东京奥运会资格

体育湘军全年揽8个世界冠军

截至12月，湖南运动员在举重世
锦赛、赛艇世锦赛、羽毛球苏迪曼杯等
重要赛场上，斩获8个世界冠军，打破
一项世界纪录。此外，体育湘军还拿下
11个亚洲冠军和70个全国冠军。

解读：年关将至，许多人已开始琢磨
春节怎么过，对“四年磨一剑”的运动员而
言，这个冬天“偷不得一丁点懒”。因为，距
离2020年东京奥运会已不到7个月。

9 月下旬，侯志慧、廖秋云、张旺
丽和谌利军，在芭提雅举重世锦赛上
表现上佳，拿下5枚金牌。其中廖秋云
129 公斤的挺举夺冠成绩，刷新了自
己创造的世界纪录。这4名运动员也
组成了冲击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的
举重湘军。明年3月，他们将在队内选
拔赛中为奥运梦想一“举”定乾坤。

今年湖南赛艇捷报频频。32岁的老
将张亮状态正佳——5月份的赛艇世界
杯分站赛上，他勇夺男子双人双桨冠军，
为中国赛艇拿下男子公开级世界比赛的
历史首金。8月底的赛艇世锦赛中，他又
拿到男子双人双桨金牌，锁定了该项目
的奥运入场券。从湘西走出来的90后伢
子曾涛再添一枚男子轻量级四人双桨冠
军，但东京奥运会未设该比赛项目。

羽毛球项目，湖南运动员贾一凡
与搭档陈清晨仍稳坐女双世界第一。
今年，贾一凡一举拿下6冠，包括苏迪
曼杯。展望东京奥运会，东道主将成
为她们冲冠路上最大的“拦路虎”。

招式二：
重点项目在扩充

二青会新人新项惊喜不断

8 月 8 日至 18 日，二青会在山西

太原举行。湖南代表团的 1134 名 00
后少年在攀岩、举重、羽毛球、田径等
项目上共获41金54银61铜，以不负
青春的姿态完成了这场后备人才“大
阅兵”。

解读：本届二青会，千余名湖湘
健儿，传承了“吃得苦、霸得蛮”的拼
劲，也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无所畏惧
的自信与活力。

湖南团唯一一项打破全国少年
纪录的成绩并非出自举重，而是发生
在田径场上——在女子100米栏社会
俱乐部组决赛中，来自邵阳市二中的
夏思凝以13.30秒的成绩冲线。赛后，
这名仅练了4年田径的中学生颇有大
将风范地说：“我就是冲着金牌来
的！”

更大的惊喜来自一波“飞檐走
壁”的少年——湖南攀岩勇夺10金9
银8铜，成为攀岩赛场的最大赢家。建
队仅两年的湖南攀岩队，跨界跨项选
材，组建年轻化、专业化的教练团队，
一大批好苗子快速成长。

还有“个人全能王”王泽蔚实现
湖南跳水14年新突破、全新项目自行
车喜添2金、摔柔跆多点开花……省
体育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熊倪认
为，湖南体育不仅要紧盯优势项目，
更要逐步扩大重点项目参与面，让体
育湘军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的良好局
面。

招式三：
“体育+”助推“体育惠民”
多项“全国首创”呼之欲出

2019 年，湖南群众体育立足“体
育+”模式，把“体育惠民”放在突出位
置，打造了80余场社会影响力大、群
众参与度高的品牌赛事活动。

“体育+旅游”的全国户外休闲大
会、“体育+文化”的薪火传承·中国健
康跑、“体育+公益”的“走红军走过的
路”徒步穿越系列活动等重头戏，报
名火爆，广受好评。湖南省首届社区
趣味运动会、湖南首届全民健身知识
大赛等多项“全国首创”的亮相，为群
体活动开展打开了一扇“创新之门”。

解读：难得的假期是去健身还是
出去游玩？“体育+”让你不再纠结。想
旅游的，户外休闲大会妥妥满足你：
登山、搭帐篷、篝火晚会……好嗨哟；
想献爱心的，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徒

步，今年的“徒步穿越”活动从大湘西
“走”到了大湘东、大湘南，用双脚践
行公益“初心”；想享受亲子乐趣的，
社区趣味运动会上的赶球跑、蚂蚁过
河、行走风火轮、智勇大冲关……总
有一款适合你。

没时间远行？家门口的健康生活
一应俱全。2019年，我省新添了6个体
育公园、40个健身驿站、30个社区多
功能健身场地、500 个农民体育健身
工程……12 月初，省体育局、省发改
委、省财政厅等10个委、厅、局联合发
布《湖南省潇湘健身步道工作方案》，
拟于2030年前在全省范围内建设6万
公里健身步道。

招式四：
顶尖赛事擦亮“湖南名片”
以“体育之名”广交“国际好友”

继 2015 年男篮亚洲杯后，今年
再次有洲际篮球赛事落户长沙——5
月24日至26日，2019国际篮联三人
篮球亚洲杯在步步高梅溪新天地广
场举行，中国男队获得季军。

8 月 24 日至 28 日，第 27 届中日
韩青少年运动会在长沙举行，千余名
运动员进行了田径、足球、乒乓球等
10个项目的比赛。长沙以承办城市的
身份组队参赛，收获了一次难能可贵
的大赛经验。

此外，长沙国际马拉松、“一带一
路”国际象棋国际公开赛、2019ITF
世界女子网球巡回赛、长沙·望城国
际铁人三项赛等高水平、高品质的赛
事也成功举办。

解读：三人篮球赛的紧张刺激、
国际象棋国际公开赛的睿智博弈、网
球巡回赛的优雅对垒……近年，我省
在引进赛事方面更注重多元化、专业
化，满足了百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的个性化需求。

中日韩青少年运动会对长沙举
办大型综合性赛事能力是一次难得
的“小考”。除贺龙体育中心和省网球
中心这两个功能性体育场馆之外，其
余7个赛场均安排在长沙的中学内，
完善了校园的体育基础设施。

比赛之余，来自世界各地的参
赛运动员走进岳麓书院、踱步于橘
子洲……在以“体育之名”进行的交
流中，在赛事的传播中，在人们的口
口相传中，“湖南名片”被擦得更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