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分公司与颜小建的债权转让安排，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

公司将其对公告资产清单所列债务人及其

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

转让给颜小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债务人、

担保人以及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

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

算主体。

颜小建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

公告要求公告资产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

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

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颜小建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

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

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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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

省分公司

联系地址：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 31

号尚玺苑18B栋

联系人：

陈 路 电话：0731-89917506

颜小建 电话：15574813115

2020年1月3日

序号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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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债务人名称
邵东县城关医院
邵东县毛荷殿区卫生院
邵东县市场物业管理开发服务有限公司
邵东县高楼联营机械厂
邵东县幸福化工厂
邵东城关印刷厂
邵东县廉桥镇联合机械厂
邵东县廉桥自来水厂
湖南港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邵阳市强力洗涤有限公司
湖南省邵东县焦锑化工厂
邵东县望兴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邵东县博雅医院
邵东县华宝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邵东县公共汽车有限公司
湖南邵东县邵源减速机厂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
/
邵东县市场服务中心
/
邵东县幸福化工厂
邵东城关印刷厂
/
/
湖南港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邵阳市强力洗涤有限公司
郭新明
邵东县望兴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王克勤、郭惠佳
/
邵东县汽车运输公司
湖南邵东县邵源减速机厂有限公司

账面本金余额
930,000.00

0.00
1,000,000.00

15,000.00
1,000,000.00

180,000.00
0.00

1,000,000.00
7,224,322.75
230,000.00
710,000.00
150,000.00

2,180,000.00
700,000.00
644,000.00

3,250,000.00
19,213,322.75

账面利息
1,629,053.16

43,665.07
1,371,525.99

26,275.06
1,548,512.69

170,460.83
91,458.55

1,751,670.04
8,383,750.67

367,806.52
948,244.87
262,750.51

4,118,372.91
806,404.63
786,688.41

3,664,576.01
25,971,215.92

孳生利息
478,598.03

8,127.55
936,647.70
11,620.38

712,402.56
97,966.63
17,104.72

774,691.89
4,394,221.59

168,303.56
654,933.26
116,203.78

1,394,081.68
424,105.88
399,929.77

2,730,951.20
13,319,890.19

债权合计
3,037,651.19

51,792.62
3,308,173.69

52,895.44
3,260,915.25

448,427.46
108,563.27

3,526,361.93
20,002,295.01

766,110.08
2,313,178.13

528,954.29
7,692,454.59
1,930,510.51
1,830,618.18
9,645,527.21

58,504,428.86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与颜小建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公告资产清单: (下列数据截至2019年9月20日;币种:人民币;单位:元)

湖南体彩
官方微信 ·体彩之家·

2019 年是中国体育彩票全国统一
发行25周年，体彩牢牢把握作为国家公
益彩票的职责和使命，携爱而行，温暖
出发，为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发展
再立新功。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4
时，中国体育彩票全年通过 2308.15 亿
元的发行量，为国家筹集体彩公益金
583.18亿元。

这一年，在体彩公益金的支持下，
群众公共体育服务得到保障，全民健身
活动蓬勃开展，体育运动场地不断增
加，“体彩杯”赛事不断丰富。从遍布社
区和公园的健身路径，到深扎偏远山区
的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从环境优美的健
身步道，到设施齐备的全民健身中心；
从马拉松、广场舞，到丰富多彩的群众
体育赛事，体彩更加贴近百姓生活，全
面服务于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作用愈
发明显。

这一年，中国竞技体育发展再创辉
煌，其中也离不开体彩公益金的全方位
支持。2019年女排世界杯，中国女排姑
娘们以干脆利落的10连胜，提前一轮卫
冕，完成了主帅郎平为队伍定下的“升
国旗，奏国歌”的目标。飘扬的国旗背
后有体彩公益金的默默付出，有每一位
购彩者的支持。作为国家公益彩票，中

国体育彩票持续为建设体育强国出力，
用实际行动保障我国的竞技体育综合
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提高，为我国
实现从体育大国到体育强国的转变、为

健康中国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2022年杭州亚运会倒计时1000

天活动上，体彩杭州亚运会主题即开票
发布，传递了体彩助力亚运会的公益精

神。随着2022冬奥会进入“北京时间”，
体彩公益金在补助国家队训练、改善国
家队转训基地条件、修建冬奥训练比赛
场馆场地，助力冬奥健儿的同时，更广
泛支持群众性冰雪运动的开展。此外，
在冬季运动会、雪地足球联赛、滑雪冬
令营等活动中，都可以看到体彩公益金
的身影，为百姓尤其是青少年参与冰雪
运动创造条件，为普及冬季运动、扩大
体育人口、提高运动水平发挥了积极作
用。

2019年，中国体育彩票勇担社会责
任，一次次载爱出发。

这一年，是体彩提出责任彩票建设
的第三个年头，体彩以更加负责任的方
式让公益脚步迈向社会各领域。2019
年 3 月，《中国体育彩票 2018 年度社会
责任报告》发布，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体彩中心也相继发布了 2018 年
度社会责任报告，再一次对体育彩票的

责任管理和责任实践进行了全面展示。
这一年，是脱贫攻坚关键之年，以

体育彩票公益金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
央专项彩票公益金，聚焦“三区三州”深
度贫困地区开展扶贫工作，同时也为补
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红十字事业、抗
震救灾、医疗救助、教育助学、残疾人事
业、扶贫等多项社会公益事业提供了重
要支持。

2019 年，是中国体育彩票发行 25
周年，体彩向光而行，传递公益温暖。

这一年，中国体育彩票以责任、公
益、公信活动为切入口，将新公益、潮公
益、全透明的国家公益彩票形象一一展
现在公众面前。从“你未必光芒万丈，
但始终温暖有光”的品牌亮相到“每注
善举 温暖如光”的跨界国潮，从“这一
刻，你光芒万丈”的健身热潮到“国风之
光，燃动善举”的公益传承；从“相约体
彩”阳光开奖到“发现身边的公益”探访

优秀公益金项目……“90 后”体彩散发
出青春的气息，沿着光的方向不断前
行，走出了一条“公益+科技”“公益+行
动”“公益+责任”的创新之路。

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离不开伸出
温暖之手的购彩者，也离不开兢兢业业
的体彩工作者。2019年 4月，国家体彩
中心发起“爱国情 奋斗者——体彩追
梦人”宣传展示活动，并于8月表彰了25
位获得“体彩追梦人”称号的体彩人，展
现了最真实、最动人的体彩版时代群
像。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展望未来，
任重道远。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随着
2020新年钟声的敲响，全国体彩人将继
续开拓创新，在建设负责任、可信赖、健
康持续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的道路上
行稳致远，奋力走好新时代体育彩票的
新征程。 （石 涛）

体彩2019年筹集公益金583.18亿元
携爱而行 温暖出发

2019“体彩杯”中国·长沙体育舞蹈公开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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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 月 2 日同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莫雷诺互致
贺电，庆祝两国建交40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厄友好基础深
厚。建交 40年来，双方本着平等互利、合作共

赢、共同发展的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
发展。2016 年 11 月，我对厄瓜多尔进行国事
访问，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各领域交
流合作加快推进。2018 年 12 月，莫雷诺总统
成功访华，为中厄关系注入新动力。我高度重

视中厄关系发展，愿同莫雷诺总统一道努力，
以两国建交40周年为新起点，推动中厄关系取
得新的更大发展。

莫雷诺在贺函中表示，厄中建交40年来，
两国关系一直以友好、进步和发展为基调，并

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8
年12月，我有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加强了
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我祝愿两国友好合
作关系在未来更加巩固，为促进各自人民福
祉和国家繁荣作出新贡献。

就中厄建交40周年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互致贺电

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开启常年禁捕

全国237个城市启动

垃圾强制分类政策
落地效果如何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的统计，目前，全国有 237个
城市已启动垃圾分类，上海、厦门、杭州、宁波、广州、深
圳等 18 个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居民小区覆盖率超过
70%。2019年“全面启动”和“强制分类”的按钮按下后，
各地落实情况究竟如何？记者进行了追踪。

多城立法助推垃圾分类
有罚有奖动真格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
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要求，到 2020 年底，基本建立垃
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记者从住建部了解
到，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4省已出台地方法规，河北
等 12 省份地方法规进入立法程序。46 个重点城市中，
已有30个城市出台生活垃圾分类法规或规章，还有16
个城市将生活垃圾分类纳入立法计划或已形成草案。

记者梳理发现，出台法规的 30个城市均对垃圾分
类提出强制要求，明确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其中以罚
款为主，警告或限期整改为辅。多数城市规定对个人最
高罚款200元，对单位最高处罚5万元。

奖惩并重是此次垃圾强制分类的一个突出特点。上海市定
期发布垃圾分类的“光荣榜”，评选出示范街镇。深圳规定，分类成
效显著的家庭可获得2000元补助资金，住宅区最高30万元。

各地“花式”探索
激发市民对垃圾分类积极性

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地方探索通过物质鼓励，激发
市民对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西安市长安区探索“垃圾银行”模式，生活垃圾进行
分类，粘贴二维码后投入回收箱积分，积分可在指定超市
兑换生活用品等。西安市浐灞生态区一家物业公司自主研
发了一个线上绿色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平台，其负责人介
绍：“小区住户在平台上实名注册成为绿色会员，垃圾回收
后可累计积分，积分可兑换获益。目前浐灞生态区绿色会
员用户5万余户，一个月大概有10吨的可回收物。”

垃圾强制分类更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随着源头
端分类垃圾规模的提高，后端处理市场迅速扩大。西安
市近期将会有4家生活垃圾焚烧厂投入运营，餐厨垃圾
处理厂等其他终端设施也在建设中。在云南、广西、甘
肃、陕西等地一些乡镇和农村地区，小吨位的垃圾热解
气化技术近年来不断被投入使用。

覆盖率与达标率大幅提升
投放与装运监管难题待解

据了解，目前，在 46个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覆
盖 7.7 万个小区和 4900 万户家庭，居民小区覆盖率平
均达到 53.9%。其中，上海、厦门、杭州、宁波、广州和深
圳等18个城市覆盖率超过70%。

垃圾分类达标率也不断提升。广州的生活垃圾回
收利用率达35.6%，已经超过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
案2020年底达到35%以上的要求。

与此同时，记者采访发现，目前垃圾分类政策落地
仍面临一些问题。例如，一些地方条例明确“不分类不
收运”，制定了第三方不定期抽查小区的方案。但基层
人员表示，对于没分好的垃圾，环卫车辆不敢不收运，
否则大片区域垃圾腐烂影响城市环境和正常运行。

倡导使用环保循环袋的“蔚路循环”团队创始人王
曦认为，垃圾分类目前主要靠行政手段和社区宣教引
导，建议厘清政府的管理和监督责任，同时让居民看到
垃圾分类的经济和环保价值，全社会共同发力做好垃
圾分类。 （据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王亮

进入新年，大家免不了总结一下过
去，展望一下未来。过去已成事实，未来
充满无限可能。这里献上一个小建议：新
年规划，不妨从运动健身开始。

世界上每个人都独一无二，各自的追
求、需求不尽相同，规划自然千差万别。
但大家都有同一属性：人。而运动健身，

是人经营自己、提升自己最好的投资。
有了运动健身的习惯，你的身体更加健

康，身材外形更加俊美；你认识了更多热爱
运动的人，有了新的社交圈子和朋友；你不
断挑战自我，越来越自律，人更加自信。总而
言之，你会成为更好的你，综合能力得到提
升，人生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相对一些现实的规划，运动健身明显
更加有范。别人问你，新的一年有什么筹

划？你说想“告别单身狗生涯”，这让人
感觉你不够自信，自带“凄惨属性”；但
你说想“跑个全马”，勇于挑战的形象瞬
间树立。你说想“换辆宝马”，难免有人
质疑你在炫富；你说想“参加一场健美比
赛”，别人立刻觉得你好威武，私下暗暗猜
测你有几块腹肌。

当然，任何建立在合理基础上的规
划，都值得鼓励，令人期待。但无论你有
什么样的具体规划，首先成为一个热爱运
动、健康向上、勇于挑战的人，将是你达
成任何目标的基础和加速器。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3 20002 1 6 1
排列5 20002 1 6 1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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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日报1月2日讯（记者 王
亮）今天，中国足协官方宣布，前国
脚李铁出任中国男子足球国家队主
教练，率队继续征战卡塔尔世界杯
亚洲区预选赛40强赛。42岁的李铁
也是国足史上最年轻的本土主帅。

李铁球员时代是国足主力，参

加过 2002年世界杯，还曾效力于英
超埃弗顿队。退役后李铁先后出任
广州恒大以及国足助教，后来李铁
独立执教华夏幸福以及武汉卓尔，
并率领两队成功升超。在 2019 赛季
中超联赛中，武汉卓尔以升班马的
身份排名联赛第6。

新年规划，不妨从运动健身开始
场外任意球

李铁出任国足主帅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零
时起，长江流域的332个自
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全面禁止生产性捕
捞。长江流域各地的重点水
域也将相继进入为期10年
的常年禁捕时期。

禁捕涉及沿江10个省市
的近28万渔民。农业农村部
联合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会同沿江省市政府通过
加强资金支持、健全社会保障
体系、落实养老保险政策、强
化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就业创
业帮扶等措施，切实保障退捕
渔民的利益和长远生计。

图为在湖南常德汉寿县
蒋家嘴镇，工作人员在洞庭湖
边驾驶挖掘机回收渔船（2019
年12月17日摄）。

新华社发

银保监会：

加快老年人
专属保险产品投放

据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针对社会关心
的老年人难以买到合适的保险产品的问题，银
保监会副主席黄洪2日表示，老年人买保险难，
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保险业不应该忽视老年人
的保险市场，要加大力度发展老年人保险。

“目前保险业给老年人提供的保险产品有
上千个，但大多数产品实际上是在非老年人保
险产品的基础上，放宽了投保年龄，放宽了投
保条件，不是真正老年人专属产品。”黄洪在当
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

银保监会人身保险监管部负责人刘宏健
表示，下一步，银保监会将推动行业进一步优化
产品供给，改善销售服务，加快老年人专属保险
产品的投放，为老年人提供保费相对低廉、保障
更加全面、服务更加贴心的产品和服务。

黄洪表示，不仅老年人买保险难，6 岁以
下儿童买保险也很难。下一步，银保监会要在

“一老一幼”方面，增加老年人保险和幼儿保险
的产品供给，制定相应的监管规制，用监管的
指挥棒来推动保险公司进一步重视发展老年
保险市场和幼儿保险市场。

最高法：

涉“校园贷”全日制在校生
可不纳入失信名单
据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最高人民法院2

日发布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
执行理念的意见，在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合法
权益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被执行人权益影响。

意见提出，突出执行工作的强制性，持续
加大执行力度，及时保障胜诉当事人实现合法
权益，依然是执行工作的工作重心和主线。执
行工作对各方当事人影响重大，人民法院在执
行过程中也要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严格规
范公正保障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

在严格规范纳入失信名单和限制消费措施
方面，意见明确了不得采取惩戒措施的几类情形。
其中规定，单位是失信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不得
将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
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纳入失信名单。全日制
在校生因“校园贷”纠纷成为被执行人的，一般不
得对其采取纳入失信名单或限制消费措施。

新华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