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娄底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拥有对娄底市湘华工贸有限
公司、娄底市湘联工贸有限公司的债权，拟依法进行处置，
现予以公告。

债权情况：截至2019年11月30日，娄底市湘华工贸有
限公司结欠贷款本金 32,935,262.89元，利息 14,536,586.73
元；娄底市湘联工贸有限公司结欠贷款本金 27,997,780.01
元，利息11,254,597.61元。

处置方式：两户债权资产打包统一转让。
交易条件：买受人信誉良好，资金来源合法合规，可承

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交易对象的要求：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

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
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以及其他法律法规
规定的不得参与购买的主体。

公告有效期限：自 2020 年 1 月 3 日-2 月 6 日。在公告
期内受理投资者对该资产处置的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文先生 曾先生
联系电话：18073838773
联系地址：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吉星金融广场立源大

厦1901号。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738-8267036
特别提示：以上债权资产信息仅供参考，实际应以借款

借据或借款合同的约定或相关法律文书确定的方式计算为
准。本公告不构成任何要约或承诺。

娄底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月3日

娄底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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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2日讯（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方钟）2019 年 12 月 31 日，60 名
基层党员和市民代表受邀参加“我看岳
阳新变化”活动，共同见证高质量发展

“岳阳答卷”。
岳阳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爱武深情

寄语，希望大家增强主人翁意识，为岳阳
大城市建设建言献策；替岳阳发展宣传
助力、招大引强，为岳阳大城市建设搭桥
铺路；监督支持政府工作，为岳阳大城市
建设保驾护航。

2019 年 ，岳 阳 市 GDP 预 计 将 达

3800 亿元，有望排名全省第二；先后引
进新金宝、华为、己内酰胺、恒大新能源
汽车一批投资过100亿元的旗舰型产业
项目；全市进出口总额增速达 53.8%，总
量排名全省第三。

当天，参与活动的党员和市民代表
从南湖出发，近距离参观南湖赊月公园、
市图书馆新馆、汨罗市汨罗镇瞭家山社
区等，考察东风湖生态公园、洞庭生态创
新城、华为新金宝高端制造基地等项目建
设现场，感受岳阳在产业项目、开放发展、
乡村振兴、民生实事等方面取得的成就。

岳阳邀请市民“检阅”
高质量发展“答卷”

湖南日报1月2日讯（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李杏）2019年的最后一天，益阳
市赫山区人民法院沧水铺法庭乡贤调解
员陈世昌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太感
谢了，我的赔偿款到位了。”

打来电话的是一起民间纠纷案件当
事人吴某。2018年10月12日，吴某骑电
动车从赫山区沧水铺去往鱼形山，在一条
新建的公路人行道上，因下水井盖未盖，
跌入坑内受伤。去年 9月，吴某诉至赫山
法院，要求施工单位某建筑公司承担赔偿
责任。承办法官启动了庭前调解程序，邀

请法庭乡贤调解室调解员陈世昌等参与
调解。通过调解，原告、被告双方达成了调
解协议：被告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一
次性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40000元。

2019 年，赫山区法院在 5 个基层法
庭成立乡贤调解室，聘请有丰富经验的
乡贤调解员坐镇，由法庭的员额法官做
业务指导，一些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
确、争议不大的纠纷就在这道“闸口”及
时得到疏导。去年该院基层法庭乡贤调
解员共参加调解民间纠纷案件 156 件，
调解成功125件，调解成功率达80%。

乡贤“守闸口”诉源化纠纷
赫山法院乡贤调解员去年成功调解125件案件

1月2日下午，长沙市芙蓉中路与湘春路路口，长沙市消防
救援支队的2辆消防车，闪烁着警灯鸣着警笛赶赴救援现场时，

被遇红灯的普通车辆堵住，没有一辆车主动及时避让，时间长达一分半钟。交警部门
提醒：不避让执行任务的特种车辆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会被予以罚款和记3分的处罚。“救援路上，每分每秒都非常宝贵。”希望驾驶员遇到
消防车执行任务时能主动让行。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普通车辆不避让消防车，
这种行为违法！

湖南日报 1 月 2 日讯（见习记者
郑丹枚 通讯员 王韬）近日，邵阳市
首届“市长质量奖”获奖名单出炉，湖
南汽车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湖南湘窖
酒业有限公司、邵阳维克液压股份有
限公司 3家企业获奖，分别获得 20 万元
奖励。

近年来，邵阳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
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全力推
进质量强市建设，大力开展质量提升行

动。邵阳建立起完善政府质量激励机制，
出台《邵阳市市长质量奖管理办法》，设
立邵阳市“市长质量奖”，引导和激励企
业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理念，坚持走质
量效益型道路，促进全市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助推邵阳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截至目前，邵阳市拥有省长质量奖
1家，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12件，建筑
工程获得省建筑工程“芙蓉奖”37个。

邵阳市首届“市长质量奖”揭晓

湖南日报1月2日讯（记者 谢璐 通
讯员 雷洁）长沙市“五老红”志愿服务总
队日前成立，并向全社会招募“五老”志
愿者。

“五老红”志愿服务总队由长沙市委
老干部局整合全市“五老”志愿者资源组
建。该总队以地区、涉老组织、行业为依
托，下设市级分队、各级涉老组织志愿服
务分队、9 个区（县、市）志愿服务分队，
构建起全方位志愿服务网络。

“五老四教”是长沙一张闪亮名片。
2011 年以来，该市创新开展“五老四教
添新彩，言传身教润长沙”主题活动，搭
建时事政治宣讲、思想道德教育、公共事
务服务、矛盾纠纷调解、群众自治自理 5
类平台，以“五老”金牌讲师团为主力，精

心打造“老专家志愿服务队”、“五老”助
学队等志愿队伍，涌现出各类“五老”志
愿服务组织 1216 个，吸引 6 万余名“五
老”志愿者参加，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
型。2019 年，芙蓉区德政园社区池凤英
获评全国最美志愿者、雨花区政院社区
徐佐林获评全国模范退役军人、浏阳市
离休干部甘厚美获评全省优秀共产党
员、开福区离休干部邓学东获评全国离
退休干部先进个人。

长沙市“五老红”志愿服务总队成立
当天，我省首家以老干部、老党员风采展
示、示范引领为主题的展示馆——长沙
市“银耀星城”政治生活馆建成开馆，采
用多媒体技术，多维度展示长沙老干部、
老党员在新时代的新气象、新作为。

长沙市“五老红”志愿服务总队成立

图片说事

湖南日报记者 邢骁

“杨秀月的工作还顺利吗？”去年 12 月 27
日，看到长沙市芙蓉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刘瑜走
进办公室，芙蓉区委书记于新凡问道。“再过几
天，她将拿到第 2 个月的实习工资，有 2000
元。转正后，根据绩效还会有 1000 元到 3000
元的涨幅。”“那就好，辛苦你们再跟进。”

在刘瑜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本扶贫花名
册，记录了该区通过开展“一户一产业工人”培
养工程，帮助怀化市麻阳苗族自治县贫困户脱
贫的情况，每脱贫一户，就打一个钩。刘瑜高兴
地告诉记者,杨秀月家，快要“打钩”了。

一户培养一产业工人“授人以渔”
去年一次赴麻阳“携手奔小康”扶贫对接

活动中，于新凡听说了杨秀月的事。
18 岁的杨秀月，自小由爷爷奶奶带大，是

他们“甜蜜的负担”。她十分懂事，打小就跟着
奶奶上山采摘野生蘑菇、竹笋和金银花，拿到
集市上卖。但微薄的收入，不足以改变家庭的
贫困状态。

去年 9月，在芙蓉区委、区政府主导下，芙
蓉区总工会联合颐而康职业技术学校，前往麻
阳启动“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杨秀月和
另外29名“同学”参加了颐而康学校为期37天
的职业培训。5名专职教师手把手教技术，“一
人一策”量身定制培训安置计划。期间，2名学
员需照顾家庭而退出，其余学员均通过学校技
能考试，顺利拿到结业证书。

“培训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家、带动一
方”，包括杨秀月在内的 24 名学员成功就业，
另外 4 人因家庭原因暂缓就业。去年 12 月 3
日，杨秀月拿到第一个月2000元的实习工资，
交给了爷爷奶奶。

与此同时，9 名麻阳贫困学生在芙蓉区总
工会帮助下，进入长沙康明中等职业学校学
习，3年学习的学费、生活费全免。区总工会还
立下“军令状”，确保他们毕业后就业。

“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是芙蓉区总
工会今年重点打造并荣膺省、市优秀项目的扶
贫帮困品牌，目前一期工程已结束。期间，区总

工会携手颐而康、亚欣电器技术有限公司等企
业面向下岗职工、困难群众，开展免费就业培
训1000余人次，就业率达90%。

据悉，接下来二期、三期工程将陆续启动。
区总工会计划 3 年筹资百万元，为麻阳培训
200 名产业工人，资助 40 名麻阳贫困学生，免
费就读长沙康明中等职业学校。

凝聚百家工会万名职工“助人售鱼”
“麻阳冰糖橙，真甜！”芙蓉区总工会不仅

知道这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还在走访帮扶
中了解到，麻阳椪柑味道也不错。可是，相对于
麻阳冰糖橙“旱涝稳销”，麻阳椪柑得“看天吃
饭”，遇到冰雪天气容易滞销。

去年是麻阳脱贫攻坚关键年，芙蓉区、麻
阳两地党委、政府保持着一季度一互访的交流
频率。这年 1 月底，麻阳政府负责人来到芙蓉
区，提起了麻阳椪柑的滞销问题。

芙蓉区委副书记、区长周春晖动起了脑
筋。“我们区春节基层‘送温暖’的慰问物资有
没有安排？”周春晖问区总工会负责人。在他叮
嘱下，区总工会立即牵头，购买了7500箱麻阳
椪柑“助人售鱼”。

“芙蓉麻阳一家亲，甘甜椪柑进省城。”去
年 2月初，看着一辆辆打着横幅的爱心货车发
往芙蓉区，麻阳石羊哨乡石羊哨村贫困户陈武
水眼眶泛红。他家2.3万公斤滞销椪柑，在这次
帮扶行动中全部售完。

去年 11月，在区总工会的号召下，芙蓉区
百家工会、万名职工纷纷行动起来，购买麻阳
农特产品达 170 余万元。全年，芙蓉区总工会
以消费扶贫方式，直接购买麻阳农产品累计达
241万元。

此外，芙蓉区总工会和各级工会还积极参
与对口麻阳的支医支教、易地搬迁帮扶、产业项
目合作等行动，在各个方面支持麻阳脱贫摘帽。

培养专业技工“授人以渔”，凝聚万名职工“助人售鱼”，
芙蓉区总工会驰援麻阳脱贫攻坚战——

脱贫路，一起走

张家界武陵源核心景区
实现刷脸进站

湖南日报1月2日讯（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黎国平）1月
1日，张家界武陵源核心景区新门票系统正式上线测试，从
这天起该景区将全面实现实名制购票、刷脸进站等。

据悉，武陵源核心景区新门票系统采用生物技术，以“身
份证+人脸识别验票”进入景区。游客可通过网络平台、微信小
程序以及“张网旅游”等多渠道购买门票，一次购票，有效期达
4天。新的门票系统还具有大数据分析、应急救援救助、旅游信
息发布等功能。2月28日前，武陵源核心景区执行淡季门票政
策，票价仅115元，其他景区景点也推出相应优惠政策。

据统计，2019 年，武陵源区接待游客 2635 万人次，同
比增长 15%，实现旅游总收入 374 亿元，同比增长 23%，核
心景区一次进山人数429万，创历史新高。

湖南日报1月2日讯（记者 王晴 通讯员
游泽松）1月2日上午，临湘市森林公安局抽派20
多名警力，会同该市林业局森保站和湿地保护中
心、市农村农业局渔政管理站等单位行政执法人
员，分别下至黄盖湖杨花咀垸、裤裆汊、横河堤等
候鸟聚集核心区域，走村入户上门宣传，提升湖
区群众爱鸟护鸟意识，加大候鸟保护力度，守护
好候鸟迁徙通道，确保候鸟安全越冬。

入冬后正是候鸟迁徙高峰期，在临湘市黄
盖湖湿地保护区越冬栖息的候鸟越来越多，保
护区已成为重要的观鸟基地。“去年底来，在黄
盖湖区域越冬的候鸟种类更多了。我们第一次
观测到 7 只东方黑鹳、4 只东方白鹳及数量较

多的仙鹤等一级保护动物来此越冬，预估灰
雁、豆雁、小天鹅、野鸭等候鸟数量达 5 万余
只。”临湘市林业局黄盖湖湿地保护中心主任
李修阳如数家珍。

近年来，临湘市持续加大环黄盖湖湿地整
治和保护力度，生态环境大为改善。该市森林
公安局采取宣传倡导发动、实地巡查巡湖执
法、以案释法教育、生态修复补绿等举措，加大
候鸟保护力度，2019 年出动警力 3000 多人
次，发放宣传读本 20000 多册，配合林业局森
保部门和湿地行政管理部门开展联合行动 10
多场次，放生、放飞各类野生动物近 3000 只

（头），严厉打击非法狩猎行为。

临湘：守护黄盖湖越冬候鸟安全

湖南日报1月2日讯(见习记者 蒋茜 通
讯员 欧阳璇)近日，“永州市-邵阳县输气管道
工程”项目开工仪式，在永州市零陵区邮亭圩
镇举行。

该项目由湖南省天然气管网有限公司承

建，线路全长120千米，途经永州市零陵区、冷
水滩区、东安县和邵阳市的邵阳县，沿线设站场
3座，分别为永州首站、冷水滩分输站和邵阳县
末站，管道设计压力6.3Pa，管径D406.4毫米，
设计年输量3.72亿立方米，总投资约4.9亿元。

“永州市-邵阳县输气管道工程”项目开工

中国福利彩票3D开奖信息
2020年1月2日

第2020002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中奖注数
990
764
0

单注奖金（元）
1040
346
173

中奖金额（元）
1029600
264344

0

3 73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20年1月2日 第2020001期 开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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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939054504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4
113
1002
57520

1191091
7834739

中奖注数
（湖南）

0
3
48

2437
44456
281549

单注奖金
（元）

10000000
275836
3000
200
10
5

0215 26 29 3023

蔬菜喜丰收
农民笑开颜

2019 年 12 月 28
日，宁远县湾井镇下灌
村路在脚下有限公司绿
色蔬菜种植基地，农民
喜摘蔬菜。近年，该县坚
持党建引领发展，采用

“支部+公司+基地+农
户”的模式，积极调整农
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
蔬菜种植基地，实现企
业发展、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
李萍 郑生宇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1月2日讯（记者 严万达 通讯
员 周运菊 欧阳友忠）1月2日，新年首个工作
日，宁远县组工干部誓师大会结束后，200 多
名组工干部和乡村振兴指导员便奔赴田间地
头、农舍院落和产业基地，开展以建强村级党
组织、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为主的“双脱贫”、“双
增收”、“双激励”工程，给基层群众办实事、促
发展。

作为 2019 年第九届全国“人民满意的公
务员集体”，宁远县委组织部提早谋划部署，充
分发挥组工干部带头示范作用。他们主动深入

到产业项目一线、贫困户家中结对帮扶。新招聘
的30多名乡村振兴指导员，被重点派往集体经
济薄弱村和乡村振兴示范村，指导帮助基层制
订规划、实施项目、创新措施，助力乡村振兴“加
速跑”。推动基层党组织重心、村民自治和公共
服务重心下移，提升群众参与度和幸福指数。

“3个50万元以上的村集体经济项目马上
就要破土动工！”九嶷山瑶族乡党委委员、组织
委员欧伟信心满满的说，今年该乡将继续坚持
以党建为引领，全速发展村集体经济，让瑶乡
更加充满活力。

宁远：200余名组工干部下基层增活力

湖南日报1月2日讯（通讯员 李显鸿 张万霖 记者 肖
洋桂）“配套齐全，采光通风。要不是棚改，我哪能住上这么
好的房子！”1月1日，新年第一天，临澧县望城街道文塘社区
居民张小文迎来乔迁之喜，彻底告别以前阴暗潮湿的居住环
境。2016年来，临澧县大力实施棚户改造，全面扩容提质，让3
万多居民圆了安居梦。

近年来，临澧县高度重视居住环境改善，成立棚改攻坚
指挥部，建立健全工作调度、绩效考核、部门联动机制。选派
了一大批善做群众工作、敢于担当的干部下沉征拆一线，形
成“全县一盘棋”“撸起袖子齐上阵”的合力。同时，注重保障
征拆户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严格把好资金使用关，实现
棚改征拆经济、社会效益多赢。在“从紧、从快、从高”的氛围
下，棚改征拆的“临澧速度”一次次被刷新。据统计，2016年
来，该县通过货币化安置、新建安置房、改扩翻建等，共安置
14400余户、3万多居民。

同时，临澧县全面开展城市扩容提质。先后完成青年路
等 10 多条骨干路网建设，城市框架不断拉大，让县城长大
了好几倍。新建五环时代全民健身中心、安全饮水工程、莲
花公园等一批民生项目，居民休闲娱乐、安全饮水、污水处
理、防洪排涝建设、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等工程齐头并
进。如今，一座有“颜值”、更有温度的临澧县城呼之欲出。

临澧3万多居民圆了安居梦

6000余衡阳市民奔跑迎新年
湖南日报1月2日讯(见习记者 成俊峰)1月1日，衡阳

市迎来了已举办62年之久的传统赛事——元旦环城跑。来
自全市各地 6000余市民身穿统一服装，排成彩色方阵，集
聚连卡福商业广场，以奔跑的方式迎接新年到来。

此次环城赛跑以“大美衡阳·奔向未来”为主题，旨在用
体育精神激发全市人民奋进新时代的澎湃热情。赛事共设
5 公里跑步和 8 公里徒步两大组别，两大组别同时设小学
生、中学生、大学生、机关、职工、社会、市委办和非公经济人
事组8个小组，终点均设在衡阳市奥莱祥生府。

据悉，元旦环城跑是衡阳传统的群众体育项目，也是深
受当地老百姓喜爱的全民健身品牌活动，自 1958 年起，每
当新的一年到来时，衡阳人民用跑步这项运动方式诠释着
对生活的热爱。目前，元旦环城跑已成衡阳市辞旧迎新的第
一个大型文化体育活动和全民健身品牌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