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2020年3月16日，因下列人员（合同当事人）分别在
湖南湘江新区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行）辖
内支行的贷款逾期后，未能履行还款义务。现我行特一并公
告催收，请被通知人近期到我行辖内支行结清贷款本息，如不
及时偿还贷款本息，我行将会进一步采取清收措施。

1. 雨 敞 坪 支 行 债 务 人 刘 邦 ，身 份 证 号 ：430122****
07106013，逾期贷款本金 5 万元；2.雨敞坪支行债务人梁奇，
身份证号：430122****11046055，逾期贷款本金 5 万元；3.麓
山支行债务人杨军，身份证号：430105****10300514，逾期贷
款 本 金 35 万 元 ；4. 天 顶 支 行 债 务 人 杨 建 国 ，身 份 证 号 ：
430122****10287814，逾期贷款本金 38.8 万元；5. 天顶支行
债务人廖金汉，身份证号：430122****10227834，逾期贷款本
金50万元；6.天顶支行债务人陈小波，身份证号：430122****
05070359，逾期贷款本金10万元；7.天顶支行债务人李四林，
身份证号：430122****07195213，逾期贷款本金 5 万元；8. 天
顶支行债务人易宏建，身份证号：430122****07130337，逾期
贷款本金 6 万元；9. 东方红支行债务人李海柱，身份证号：
430104****01254616，逾期贷款本金 4.5 万元；10. 东方红支
行债务人李学雷，身份证号：430124****01027219，逾期贷款
本金9.19万元。

特此公告
湖南湘江新区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3月20日

贷款催收公告湖南建工集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清算债权债务申报公告

本公司决定对承接的郴州市龙女温泉度假村建设工程
（室内精装修）项目、郴州市龙女生态公园（公园入口、景观休
闲等）建设工程项目进行债权债务清理。请涉及上述项目的
分包工程承包人、供应商、资金出借人、担保权人等各类债权
人，于2020年5月18日前向本公司申报有关债权并提交债
权人主体资格和债权债务关系证明文件。逾期未申报、漏报
债权视为主动、无条件放弃相应权利，一切不利法律后果由
其单位/个人承担。

本次申报不构成对无效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已过诉讼时
效的债权等)的重新有效确认。

申报方式：现场书面申报
地 址：长沙市芙蓉南路788号建工新城1118办公室
联系人：桂斯佳
电 话：0731-85628944
特此公告

湖南建工集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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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通讯员 向民贵 张言文
湖南日报记者 李孟河

3月13日，泸溪县浦市镇
岩门溪村千亩脐橙基地，县委
办驻岩门溪村第一书记曹锋
和驻村工作队员，正在指导村
民脐橙剪枝、除草、施肥。

自疫情发生以来，泸溪县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脱贫
巩固，全县无一确诊病例，群众
春耕生产、复工复产活力十足。

138 支驻村工作队
成“抗疫先锋队”

“张大爷，今天你家消毒
了吗？家里人体温都正常
吗？”驻浦市镇黑竹坳村第一
书记李辉，每天10时到村挨
家挨户询问村民身体状况。

“从大年初二至今，我们每
天去村指导村民抗疫，并向他
们宣传防疫知识。”李辉介绍。

为阻断疫情传播，该县
138支驻村工作队、480多名
扶贫工作队迅速转换角色，
投身疫情防控第一线，既当

“脱贫攻坚队”又当“抗疫先
锋队”，队员们抓人员摸排、
促春耕生产，撑起乡村群众
健康、驱贫的“保护伞”。

通过驻村工作队艰辛努
力，全县有377户群众自愿延
迟办喜事、从简办白事，筑起
抗疫、战贫的“铜墙铁壁”。

近万名结对帮扶
干部一人当“五员”

面对疫情大考，该县在
近万名结对帮扶党员干部职
工中，开展当“防疫宣传员、
信息采集员、心理疏导员、物
资采购员、春耕指导员”活
动，结对帮扶干部一人当“五

员”，成了群众健康、脱贫的
“保护神”。

“看新闻知晓疫情严重，
我害怕，不知怎么防。幸好
小刘跟我讲出门要戴口罩，
勤洗手等，还给我送来米和
油渡难关。”解放岩和兴村村
民张正好，说起他的帮扶干
部满口赞许。

帮扶干部通过微信、视
频、电话等方式，开展扶贫数据
清理、家庭人员信息更新、帮助
制定今年巩固脱贫、实现小康
大计，做到疫情防控和脱贫攻
坚“两手抓、两手硬”。

抓 春 耕 促 脱 贫 的
“农技排头兵”

“现在正值油菜开花季，
要给油菜施肥，防病虫害。”3
月10日，泸溪县的高级农艺
师们，来到浦市银井冲村指
导村民油菜花季培管。

连日来，该县组织百余名
“农技指导员”到乡镇田间地
头，开展春耕生产技术培训，
发放资料2.3万份，成为了抓
春耕促脱贫的“农技排头兵”。

该县早部署、早开局，开
展农田培管、农资储备、农资
打假等。截至 3 月 13 日，全
县完成农作春培28.67万亩，
完成辣椒育苗5617亩、烟叶
育苗5248亩。

“经国家、省里考核验
收，泸溪县93个贫困村全部
出列、贫困人口整体脱贫，深
度贫困县顺利摘帽，综合贫
困发生率由 5 年前的 35.6%
降至目前的 0.61%，我们将
巩固提升脱贫成效，决战决
胜2020年，高质量打赢脱贫
攻坚收官战。”该县县委副书
记向汝莲对记者表示。

湖南日报3月19日讯(记者 上官
智慧 通讯员 向文)3月中旬，桑植县
气温回升，天气颇好。为抢抓农时，广
大党员干部下沉山村，深入田间地头，
指导农民防疫搞好春耕。

“得剪掉多余的枝叶，才能均衡光
照，提高挂果率与品质。”3月12日上
午，在芙蓉桥白族乡合群村的山坡上，
远山新绿被粉色花苞点缀，春意正浓，
党员和村民正对桃树进行修枝剪叶。

桑植是农业大县。县委组织部出
台文件，要求全县2.1万多名党员在春
耕生产中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村为单位，组建

“春耕服务队”，配送农资、逐户指导、联
点服务，做到防疫、春耕“两不误”。

“我们的党员都是主动去田间地

头的，要和村民同劳动共管理。”合群
村党支部书记钟白玉说，村支两委把
支部39名党员分成4组，每组负责一
个产业，“每天指导农民有序下田、分
时下地、分散干活。”

有了春耕春播，农资供运和技术还
得跟上。桑植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朱晓春
说，为保障农资供应，桑植已调入肥料
4.3万吨，农膜500吨，储备农药90余
吨。1.5万多农村一线党员纷纷当起“装
卸工”和“配送员”，只要农民一通电话，
农资就能送到田间地头。

“注意线路，提升效率！”3月4
日下午，洪家关白族乡花园村田
间地头机器声轰鸣，3个村民正用
微耕机在翻耕土地。平时一亩地
得花一天时间，如今用上机器，仅

两三个小时就能完成。该村成立农机专
业合作社，还专门指派党员为村民提供
一对一的免费农机服务和技术指导。

线下“闹”春耕，“线上春耕”也热
闹。受疫情影响，手机和网络指导成
为热门，该县组织科技特派员及农技
人员，实施包区管理和服务，通过微
信、短视频等形式免费为农民兄弟开

“良方”。至目前，服务次数达500余
次，实现全县23个乡镇298个村全覆
盖。

湖南日报3月19日讯(记者 肖
军 通讯员 米承实 叶真龙 陈钢)3月
15日，在麻阳锦和镇陶伊村的清清农
业种养专业合作社，社员正忙着催芽
育种。“市县农技人员上门多次，指导
我们根据气候制定种植计划和购种，
这是抗病害强的C两优260就要下田
了，可插420亩早稻。”正在操作催芽
器的合作社负责人路小兰介绍，合作
社抢抓前期疫情防控损失的时间，组
织劳力对2000多亩宽的水渠进行清
淤，翻耕稻田800多亩。

怀化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顺应

气候，科学施策，推进春耕生产。农业
部门加强预测分析，组织全市1128家
种子批发部门引进抗性好的优质水稻
种子78.3万公斤，引导农资经营企业采
购储备农药1860吨、化肥10.2万吨。
结合疫情防控“四级干部集村部”活动，
党员干部引导农民科学选种，落实粮食
面积，目前全市466.9万亩水稻、玉米、
大豆等粮食种植计划已落实到位。

今春，怀化平均气温比常年高，导
致农作物病虫害异常，该市第一时间编
印油菜、柑橘、蔬菜等作物春季培管技
术资料，开展网络指导，派出13个督导

组、28个帮扶工作组，深入13个县市区
和28家农业龙头企业开展调查摸底、督
导指导和结对帮扶；组建531支技术服
务队深入种养大户开展巡回指导，保障
了作物和畜禽长势。

加强监督“修补”菜篮子。怀化历
来4至6月蔬菜自给率不足40%，今年
气温比常年高导致一些蔬菜提前上市，
将造成4月上中旬的蔬菜缺口更大。怀
化市纪委监委围绕“菜篮子”加强监督，
督促农业部门和县市区63处重点蔬菜
基地，及时换茬腾地3万多亩，抢种小白
菜等蔬菜，补足蔬菜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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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化市帮扶工作组排忧解难，技术服务队巡回指导

精准施策推进生产

桑植党员活跃田间地头，配送农资逐户指导

线上线下“闹”春耕

“有这么多人帮我，
不怕农庄搞不好！”
湖南日报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廖晶 周彭斌

“科技特派员解了我的大难题，不然损
失不堪设想！”3月18日，衡山县开云镇建
胜村旷树红家的蔬果大棚里，迎来两名专
家“听诊把脉”。专家开出“药方”后，旷树
红紧锁数日的愁眉终于舒展。

今年，旷树红流转村集体和个人土地
500余亩，种植水稻、油菜和各类果蔬苗。
其中4个大棚培育了100万株辣椒苗和10
万株茄树苗，正等着上市销售。

可就在前几天，部分辣椒苗出现了不
同程度的病斑，突如其来的病虫害让旷树
红心急如焚。

关键时刻，旷树红想到求援衡阳市蔬
菜研究所。

衡阳市蔬菜研究所立即派出余席茂和
唐锷两名科技特派员，赶往旷树红的蔬果
基地。经诊断，专家认为，苗叶上的病斑为
炭疽病症状，于是给出治理方案。

现在，旷树红种植的干劲更足了。他
说，今年除了种植水果黄瓜和甜瓜外，还计
划用吊蔓的方式种植西瓜 6000 株，预计
能产出西瓜4.5万公斤。

旷树红大学毕业后立志务农建设新农
村，回乡后创办了鳌江生态农庄。去年下半
年，他又投资20余万元搞起大棚果蔬、特色
观光农业等，得到相关部门大力支持。

“今年开春以来，市县两级的科技特派员
为我送种子送技术送服务，有这么多人帮我，
不怕农庄搞不好！”旷树红充满信心地说。

旷树红还告诉记者，疫情期间，衡山县
供销社和惠农供销电子商务公司不仅为他
的农庄提供全天候服务，还利用电商公众
平台“农品山香”为他无偿策划推出了一系
列专题宣传，帮助农庄复工复产。

永州7000余名
驻村工作队员下沉

春耕春管正酣畅
湖南日报3月 19日讯 （记者 严万

达 通讯员 柏劲松） 3月16日，道县审章
塘村烤烟农场扶贫产业基地里，驻村扶贫
队长刘景义正带领村民清沟、施肥、覆
膜。他告诉记者，村民好不容易脱了贫，
不能因疫情让好日子给溜走了，大家现在
都在争抢农时抓春耕春管、保丰收。

永州之野，春景可爱，复工正酣。据
永州市派驻村办介绍，全市2223个驻村
帮扶工作队7015名工作队员，在抓好疫
情防控前提下，有序推动乡村复工复产，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

脱贫产业让“清零”更有底气。33
岁的赵娜是永州市委党校派驻新田县大湾
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她惦记着贫困户盘子
华的药材种植基地，催他赶紧给白术松
土；她念着村里肉牛养殖基地缺少建设资
金，赶紧筹来扶持资金。

在驻村帮扶工作队的努力下，田间地
头的扶贫车间热闹起来。江华沱江镇的

“扶贫车间”生产的雨衣、雨披远销国
外，贫困户李娜袜每月可挣 2200 多元。
她高兴地说，既可在家照顾老小，也多了
份稳定的收入来源。

为解决疫情期间返乡农民工和贫困劳
动力就业难题，各驻村帮扶工作队将“永
州智慧就业”平台转发到村民微信群，让
村民实现网上求职。农业企业和种植户面
临农产品滞销问题，各驻村帮扶工作队积
极开展线上线下消费扶贫。市派驻祁阳县
梅溪镇龟山村帮扶工作队帮助农业企业销
售黑凤凰鸡3000只、鸡蛋4万枚。

春耕备耕不误农时

湖南日报3月19日讯（记者 徐亚
平 通讯员 江博浪 姚望）3月18日上
午，汨罗市循环经济产业园内，华潇铝
业、振升产业园等11个产业及配套项
目集中开工，标志着汨罗坚持工业强
市、进军“千亿园区”又迈出坚实的一
步。

这 11 个重点项目，囊括高分子
材料、铝精深加工等产业，共计投资
31.6亿元，预计7个项目今年建成投

产、全面达产后将实现年税收 9.19
亿元。

汨罗市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瞄准
“生态、品质、效益”千亿园区目标，聚
焦有色金属新材料深加工、高分子材
料、电子信息三大产业链，建设高铁
新城，推进三大工程，力争2020年实
现技工贸总收入760亿元，财税总收
入17.5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00
亿元，新增规模企业20家。

防疫监督两手抓
武陵区处理干部46人

湖南日报3月19日讯（记者 李杰 通
讯员 薛亮）记者近日从常德市武陵区纪委
监委获悉，疫情防控以来，该区狠抓“三个
从严”，全力打好疫情防控监督“组合拳”。
截至目前，武陵区开展防疫督查检查 96
次，处理违规违纪干部 46 人，其中立案 4
人。

据悉，武陵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成立
后，该区纪委监委抽调 20 名骨干力量，
联合区委、区政府督查室等部门，组成 4
个督导检查组，深入到全区 14 个乡镇街
道，重点就防控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走访
督察，并对防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
通报。通过讲事实、挖根源、明纪律、强
震慑，引导党员干部从问题中吸取教训、
引以为戒。

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通讯员 刘刚贵 刘翼张

“哥哥卖茶主要靠气质，宝宝们
快下单啊，机会难得，价格实惠。”“朋
友们、铁粉们，时间不多了，赶紧下
单。”

3 月 18 日，安化县茶园民宿半
山隐宿，一场京东·安化春茶直播节

“抗疫助农·京东直播”活动正在进
行，安化县委常委、副县长陈灿平首
次在京东平台直播带货卖安化黑茶。

受疫情影响，今年安化春茶开园
启动“网上开园节”活动，鼓励茶企通
过淘宝、京东等线上平台进行销售，
通过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推广安
化黑茶。本次京东直播，陈灿平与安
化黑茶旗舰店的直播小姐姐一起,为
茶友带来10余款价格不一的安化黑
茶，让茶客们有更多的选择空间。

今年 47 岁的博士、研究员陈灿
平，2017 年受国家民委指派从西南

民族大学来安化县扶贫挂职。
据统计，2019 年安化县茶产业

从业人员有近 36 万人，因茶脱贫者
达9.4万。在安化，黑茶不仅是脱贫
攻坚的主导产业，也是带动就业的重
要支柱。

“这是款老茶，你看这泡出来的
汤色。”直播中，陈灿平给网友讲解安
化黑茶各产品的特色。陈灿平向记
者表示，在短视频迅速发展的年代，
只有与时俱进，努力抓住“风口”，才
能实现安化黑茶世界共享的目标。

据了解，从今年 3 月初开始，陈
灿平每晚都会进行直播，已连续直播
半个多月。在直播时，他还会连线网
上各大百万级、千万级的网红大咖，
为安化黑茶打call。

新品推介、抽奖促销……直播互
动异常火爆，这场“抗疫助农”直播2
个小时，累计观看人数近 7 万，收获
订单近 4000 个,卖出黑茶 30 多万
元。

湖南日报3月19日讯（记者 李曼
斯 通讯员 喻恩来）3月18日下午，宁
乡市拉开“韵味宁乡·福满楚沩——
2020宁乡商贸消费季”活动大幕。活
动期间，市民将享受到“真金白银”的优
惠福利。

当天，记者在宁乡市九龙仓时代
奥特莱斯商场看到，各店铺内人来人
往，再现热闹场景。据悉，该商场所
有店铺已恢复营业，日均人流量恢复
到1万人次以上。

“很久没有逛街了，今天出来把衣
服、鞋子都扫了个遍。”来自益阳的郭
峰这一天在这里消费了2000多元。

连日来，记者还走访了沙河市

场、豪德市场、人人乐、大润发等多个
商贸“打卡地”，发现这些地方也不同
于一个月前的冷清。不少顾客戴着
口罩，手提商品袋收获满满。

截至 3 月 16 日的统计数据显
示，虽然 2 月份因疫情影响，当月实
现社会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26.26%，
但是1月至2月实现限上社零仍然同
比增长 1.18%。企业复工复产情况
喜人，全市限上商贸企业和大个体户
459 家，已经全部开业；已复工外贸
企业34家，复工率达到97%，产能基
本恢复。四上商贸企业458家，城区
206家，其中住宿餐饮企业98家，已
全面复工复产。

企业全面复工 商贸消费回暖

宁乡又闻烟火味

汨罗11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副县长“直播带货”
2小时卖出安化黑茶30多万元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黄卓凌 刘羽

3月17日，苏仙区五盖山镇栗木水
村，三亩七红薯培育种植基地，村民们
在大棚里忙着抛撒有机肥、机器旋耕作
业，为即将“安家”的红薯种准备一个营
养充沛、温度适宜的苗床环境。

受疫情和连日降雨天气影响，红薯
育苗工作迟迟无法进行，眼看就要耽误
薯种的育苗期，苏仙区三亩七红薯培育

种植基地董事长龙松找来农业技术专
家，通过微信视频连线，进行技术跟踪
指导，为红薯基地生产按下“加速键”。

“大棚内温度保持在 33 摄氏度左
右，七八天后就能发苗。”龙松说，“大
概在4月中旬我们就可以插苗了。”

坐落在平均海拔800多米的五盖山
镇，因海拔较高、昼夜温差大、土质肥沃
等地理优势，盛产优质高山红薯，经过
晾晒的红薯干，口感弹软、甜而不腻，受
到广大市民的喜爱。

2018年，龙松多方筹集资金建设三
亩七红薯培育种植基地，采用“公司 +基
地+农户”模式开展红薯育种、育苗、种植、
生产加工及配送服务，产品远销广东、深
圳、长沙等地。基地积极带动周边贫困户
发展产业，与78户贫困户签订入股分红协
议，常年在基地务工的贫困户有70余人。

龙松信心满满地告诉记者，今年他
们准备新建一个可储存200吨鲜薯的地
窖，计划实现鲜薯、和红薯制品全年增
产增收。

扶贫基地红薯育苗忙

“甜蜜”
事业
3月19日，洞口

县高沙镇温塘村，村
民杨世奇在检查蜜蜂
的繁殖情况。近年，
驻该村帮扶工作队引
导村民因地制宜，采
取“村委会+合作社+
农户”经营模式，大力
发展特色种养业，去
年 实 现 人 均 收 入
8000余元。现在，全
村已全面实现了脱贫
摘帽。 滕治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