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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
拟处置株洲株冶有色实业有限责任公
司股权，特发布此公告。

株洲株冶有色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为“该公司”）为一家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公司，中国东
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该公司出
资 5,136.23 万元,持有 5,136.23 万股，
占比 36.686%，现拟向合格投资者转
让。

该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14,000.50 万
元，属批发行业。企业地址：湖南省株
洲市石峰区清水塘。该公司经营范围
包括金属材料、化工产品（需专项审批
的除外）、化工原料（需专项审批的除
外）批零兼营，经营状态为存续。

该股权资产的交易对象为在中国
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
人，并应具备如下条件：

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足够支付能
力。

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
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
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
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
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
构法人；以及与股权转让的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
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
系商洽。

联系人：黄先生 杨先生
联系电话：0731-82580472

0731-82580410

邮件地址：huangchao@coamc.
com.cn;yangtenglong@coamc.com.
cn

通讯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
路一段593号湖南国际金融大厦17楼

邮编：41000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

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中国

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
部门） 0731-82580497 (我分公司
纪检监察部门)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
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为自发布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分公司

2020年5月15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关于株洲株冶有色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资产的处置及招商公告

经常德市财政局主管部门审核，常德市第二福利院

整体招租与运营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采购人为常德市

机关事务管理局，现予以公告。具体详情请关注常德市

政府采购网（http://changd.ccgp-hunan.gov.cn）和常德

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changde.gov.cn）

智埔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4日

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经湖南省三维企业有限公司、湖南中拓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于2020年5月12日作出的股东决定，湖南省三维

企业有限公司拟吸收合并湖南中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湖南省三维企业有限公司存续，湖南中拓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解散注销，根据《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均由合并后存续的湖南省三维企业有

限公司承继，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日内，公司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特此公告

联 系 人：许 斌 马文晖

联系电话：0731-84588489 13973121190

13755104633

地 址：长沙市雨花区中意一路103号天剑华城裙楼

五楼

湖南省三维企业有限公司

湖南中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5日

公司吸收合并公告
经石门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石门县老湘北片

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人为石

门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额约8080万

元，现予以公告。详情请关注湖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

（www.bidding.hunan.gov.cn）及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http://ggzy.changde.gov.cn）。

石门县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2020年5月14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经石门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石门县湘佳职业

学校建设项目（一期）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人为石

门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额约53287.7

万元，现予以公告。详情请关注湖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

（www.bidding.hunan.gov.cn）及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http://ggzy.changde.gov.cn）。

石门县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2020年5月14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经石门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石门县闫明路雨

污管网及配套道路工程（一期）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

标人为石门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额

约 10550 万元，现予以公告。详情请关注湖南省招标投

标监管网（www.bidding.hunan.gov.cn）及常德市公共资

源交易网（http://ggzy.changde.gov.cn）。

石门县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2020年5月14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株洲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株洲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拥有对衡阳泰豪置业有限公司

债权，拟依法进行处置，现予以公告。
债权情况：截至2019年1月3日，债权本金余额人民币2667

万元，利息余额人民币301.60万元，本息合计2968.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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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
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的举报。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罗先生 彭女士
联系电话：0731-28688068
联系地址：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株洲大道898号高科总部

壹号A座601室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731-28688079
特别提示：以上债权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株洲市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株洲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5日

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吴文捷 彭莹 高翔

一场疫情，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运
用保险应对健康风险。

根据融360对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大众消费趋向的调查，有七成受访者表
示，今后会增加重疾险、医疗险产品消
费；90后、80后购买保险的热情高于其
他年龄段。

如何精准配置保险，筑起健康风险
防线，为个人和家庭缓解后顾之忧？近
日，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健康保障缺口，消费者亟待填补

16 岁的小明今年 1 月突感身体不
适，送医后被诊断为“急性髓系白血
病(恶性)伴感染性发热”。一纸诊断
犹如晴天霹雳，让小明和家人陷入悲
痛。

小明的母亲2014年已为全家配置
了高额的重疾险和医疗险。她及时向
新华保险湖南分公司报案并提交理赔
申请资料。最终，小明获得理赔：重大
疾病保险金 53 万元，癌症确诊金 5 万
元，青少年特定严重疾病保险金及关爱

金22万元，共计80万元。
据了解，小明多份保单中，还有保

障癌症治疗的专属保险，其他保单的轻
重症保险责任继续有效，大大减轻后续
治疗及康复上的经济压力。

重疾发病率高，出险日益年轻化。
国内逾50家保险机构2019年理赔年报
显示，医疗险、重疾险的赔付占比最
高。在太平人寿公布的2019年前十大
高发重大疾病中，癌症占了8种，恶性肿
瘤已经成为重疾险出险的最大原因。

湖南本土保险机构吉祥人寿今年一
季度理赔报告显示，41岁至50岁是重疾
高发期，占到重疾理赔客户的35.3%。在
所有重疾赔案中，年龄最小客户仅4岁，
最大客户53岁，年轻化趋势明显。

“如果只是简单地购买一种健康
险产品，健康保障缺口未必能得到填
补。”新华保险湖南分公司副总经理邓
建荣透露，居民商业健康险的覆盖率
不足 10%，保险保障缺口相当明显。
他建议民众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投保涵盖重疾险、医疗险及高端医
疗险的组合健康保障计划，以获得更
全面的保障。

做足功课，挑选适合的保险产品

当保险计划提上议事日程，面对市
场上名目繁多的保险产品，很多人又茫
然了。

保险总体上分为财产保险和人身
保险。财产保险的保障包括汽车、房屋
及其他财产；人身保险则可选择意外
险、医疗险、重疾险等。

比如重疾险，是以疾病为给付保
险金条件的疾病保险。只要被保险人
罹患保险条款中约定的某种疾病，无
论是否发生医疗费用或发生多少费
用，都可获得保险公司的定额补偿。
重疾险能够实现重大疾病治疗专款专
用，缓解被保险人发病治疗上的经济
压力。

眼下，重疾险是保险机构竞相发力
的重点。新华、平安、太平洋、富德生命
人寿等保险机构拓展责任，将新冠肺炎
纳入保障范畴，产品类别多以重疾险为
主。太平人寿在湘新推出产品，覆盖
180种疾病，精准提高对重疾、特定疾病
的保障。

医疗险则能覆盖日常医疗开销。
能够在已有社保报销的基础上，补充报
销医保额度之外的医疗费用，同时对误
工费、营养费等其他开销作出补偿，花
较少的钱，享受更全面的医疗保障。

意外险费用低廉，是入门级保险。
配置意外险，能够在家庭成员遭遇意外
导致受伤、残疾、身故等重大风险时，获
得一笔保险金，用以应对家庭成员的身
故损失、伤残损失或医疗费用。

市场上的意外险也在加速推陈出
新。中国人保寿险湖南省分公司近期
推出的“百万守护”系列保险产品组合，
将因驾乘意外、电梯意外、高空坠物意
外、公共场所特定事故意外，地震、台风
等8种重大自然灾害意外导致的身故、
全残保障在内，可为自己和家人分担意
外风险。

做足保险功课，为自己和家人配置
周全的保险组合，更有底气！

风险突如其来，早投保
性价比更高

突如其来的风险往往不分年龄，处于
任何年龄段的人都可能遭遇重疾或意外。

新冠肺炎疫情中，不论是年轻人还
是老年人，都有可能感染。常见的交通
事故、坠楼、溺水等意外更是频频发生。

人生不同阶段，保险需求各有侧
重，年龄较小时投保性价比更高。吉祥
人寿有关保险专家表示，通常，对于初
踏社会的青少年，最应该选择意外险、
重疾险，如被保险人发生意外或大病风
险，相关保险可为父母提供部分经济支
持或减轻家庭经济压力；中年人偏重夫
妻双方的健康保障，然后再规划子女教
育储备和养老储备；老年人偏重养老、
健康护理和财产传承等。

“总体上看，越早投保越早受益！”
太平人寿湖南分公司总经理龚锋表示，
在保险配置上，要先成人后小孩，一旦
发生变故，通过保险保障，使家庭经济
不至于遭受重创。产品上，应先买意外
险、医疗险、重疾险和寿险，再考虑养老
年金和教育年金。保险范围上，要先保
人后保财，因为人是财产的创造者。

具体选择时，消费者可通过多种渠
道对保险公司的服务、保障力度、理赔
能力等方面进行比对，从中选出口碑好
的保险公司。

投保人还应选择合适投保方式。
可以直接到专业保险公司的销售柜台
投保，或联系有资质的个人保险代理人
办理。还可以通过电销渠道、网销渠道
购买。

湖南日报 5月 14日讯（通讯员
陈渊 周巧丽 记者 杨军）5月12日，
安化黑茶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展示馆
开馆暨县重点建设项目集中开工仪式
举行，江南工业园标准化厂房建设、建
玲茶业改扩建、240 省道龙塘至江南
段建设等 9 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涉
及工业、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等多个领
域，总投资达30亿元。

近年来，安化县坚持突出产业
项目建设，大力推动茶旅文康产业
一体化发展，一批科技含量高、带动

能力强、发展前景好的项目相继落
地建设。中茶改扩建、金源新材料
等项目建成投产，黑茶特色小镇、紫
薇谷文旅康养等项目加快建设，海
创固废处理、百花寨茶旅文一体化
等项目开工建设，投资近 100 亿元
的安化抽水蓄能项目前期工作也取
得重大突破。

据了解，安化县今年将实施重点
建设项目76个，总投资756.3亿元，年
度计划投资90亿元，其中省重点项目
2个、益阳市重点项目28个。

湖南日报 5月 14日讯（见习记
者 曾玉玺 通讯员 成军）5月13日，
娄底经开区三一娄底产业园百亿油缸
项目建设现场，多名测量员、工程人员
在忙碌着。这是 5 月 1 日以来，娄底
经开区开展“三一”重大项目建设“百
日攻坚”行动的一个场景。

据悉，此次攻坚的重大产业项目
包括百亿油缸项目，规划建设三一中
兴液压油缸新基地，占地约1100亩，
总投资约30亿元，分两期建设，达产
后年产值可达100亿元以上；三一重
卡零部件产业基地，规划占地 1600

亩；年加工150 万支液压杆电镀生产
线技术改造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
预计 6 月 30 日前完成投资 2300 万
元。

为确保“百日攻坚”蹄疾步稳，
娄底经开区成立指挥部，采取“一
个奋斗目标、一套工作班子、一个
实 施 方 案 ”工 作 模 式 ，咬 定“ 两 个
100 天”工作目标，统筹推进项目建
设 ；建 立 绿 色 审 批 通 道 和 容 错 机
制，为企业提供“母亲式”服务，切
实破除机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
政策性问题。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记者 刘
永涛 通讯员 崔爱玲 周闯）检定校准
温度计量器具6266台件，服务医疗卫
生单位776家，服务车站、机场、海关、
高速等其他一线防控单位495家……
今年以来，省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计
量服务中小企业行”活动，计量精准施

“测”，助力全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全省开辟应
急通道，满足复工复产复市企业红外
体温测量仪计量检定校准服务需求、
企业计量器具强制检定需求。抓好产
业扶持计量政策保障，对纳入疫情防
控物资扩产、转产、新建的计量器具企
业，实行点对点服务。

正确的计量意识、科学的测量
手段可使企业“测得出、造得出、测
得准、造得精”。全省推进企业计量
基础能力提升，突出解决企业计量

管理体系不完善、支撑作用发挥不
明显等问题。组织 98 个由计量管理
和计量技术专家组成的计量服务小
分队，开展对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
企业的计量帮扶行动，帮助 237 企业
建立完善了计量管理制度、正确配
备计量检测设备、加强强制检定计
量器具管理。

“帮助企业突破计量测试技术
瓶颈为关键点，让企业擦亮‘工业的
眼’。”省市场监管局计量处处长雷
光明介绍，全省建立中小企业计量
精准施“测”服务对象名单，在 36 个
产业园区、产业聚集区设立计量服
务工作站，提供计量“一揽子”打包
服务。省计量院帮助湘潭电机股份
有限公司、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等
企业，解决大功率变频电机的检测
等计量难点问题。

湖南日报5月14日
讯（记者 刘永涛 通讯
员 乐健雄 熊心仪）金
融精准施策，助力稳外
资稳外贸。在今天举行
的湖南稳外贸稳外资春
融行动启动仪式上，中
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
推出 10 项金融服务举
措，全力支持全省外贸、
外资及产业链稳定。

这些举措从融资规
模、费率减免、期限担保、
国际结算、线上跨境金融
服务等方面提供支持服
务。工行湖南分行安排
500亿元融资规模，配以
优惠贷款利率。通过工
行“单一窗口”平台办理
跨境汇款业务、办理“工
银速汇”业务，减免50%
手续费。对中小微外贸
企业，推广无抵押三单融
资、跨境贷。不盲目抽
贷、断贷、压贷，采取无还
本续贷、展期、再融资等
方式做好融资接续。

通过创新跨境供应
链保理，工行湖南分行

为企业提供信用担保、应收账款管理、
催收、融资等综合服务，保障供应链上
下游不断链。通过内保外贷、投标保
函、履约保函等，为“一带一路”走出去、
中非经贸合作等企业疫情期间稳定海
外销售市场，提供多元化增信支持，助
力企业稳定全球供应链。

启动仪式上，工行湖南分行分别与
省建工集团、中联重科、先导国贸、岳阳
观盛、财盛国贸、三一重工、蓝思科技、
益海嘉里等 8 家企业签署金融服务合
作协议。

工行湖南分行行长苏国庆介绍，今
年1至4月，该行围绕服务实体经济、助
力金融抗疫、支持复工复产“三大任
务”，累计发放公司贷款 552.21 亿元，
同比增长182亿元。出台《支持企业复
工复产十二条意见》，为 156 户企业做
好融资接续，通过“抗疫贷”“税务贷”

“跨境贷”等金融产品支持 500 多户小
微企业渡难关。

应对健康风险，如何精准配置保险
经济

视野

产业项目建设年

安化9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达30亿元

娄底经开区开展
“三一”重大项目“百日攻坚”

计量精准施“测”，助力经济发展
全省“计量服务中小企业行”活动持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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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14日讯（记者 陈淦
璋 通讯员 付红 彭胤武）记者今天从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该厅编制
印发《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等示范文
本，进一步规范业主大会的成立和业
主委员会的运行，提高业主的物业管
理权利义务意识。

业主大会是住宅小区全体业主组
成的维护业主利益的自治组织，拥有
本物业管理区域公共事务的最高议事
权和最高决策权。此次除了《业主大
会议事规则》，省住建厅还编制了《管
理规约》《首次业主大会会议表决规

则》《首届业委会候选人产生办法》《业
主大会首次会议表格》《业主大会定期
会议表格》等示范文本。各小区在成
立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运行时，可
以参照该示范文本。

“发布这一系列示范文本，旨在进
一步推动《湖南省物业管理条例》的实
施，配套《湖南省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
会指导细则》。”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
介绍，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一个物业管
理区域成立一个业主大会。业主大会
对关系到全体业主利益的事情进行决
议，交由业主委员会贯彻执行。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编制印发《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等示范文本

规范业主大会成立与业主委员会运行

5月14日，湖南航天三丰科工有限公司2万吨水性涂料生产线项目建设现场，
技术人员在进行设备安装。该项目位于宁乡高新区，是湖南航天首条涂料生产
线，总投资1.5亿左右，于去年5月启动建设。目前全自动车间及仓库主体结构全
部完工，预计6月底试投产。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周明 摄影报道

建设水性涂料全自动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