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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
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湖南省分公司签订的《资产买卖协
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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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湖南省分公司。

据此，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合法成为下列公告资
产清单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的债权人
和担保权人。现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公告要求下列公

告资产清单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向中
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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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五一大道
976号

联系人：谢先生
联系电话：0731-84845015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分公司
2020年5月21日

公告资产清单

注：1、本公告资产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4月13日的贷款本息余额和垫付费用，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湖南省分公司的本金和利息按借款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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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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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务催收公告

序号

1

2

3

4
5

债务人

湖南坤宇集团有限公司

中城建十五局第三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原名：湖南省朝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花垣县鼎一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湘怡投资集团科贸有限公司
长沙颜博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合计

欠款本金（元）

52,829,073.68

30,000,000.00

85,422,073.44

14,832,667.10
25,000,000.00
208,083,814.22

利息（元）

3,265,220.58

1,401,197.23

4,476,293.94

1,909,608.40
3,448,290.95

14,500,611.10

垫付费用（元）

5,000.00

201,463.00

0.00

120,515.00
177,519.00
504,497.00

担保人
李璟宇、李新春、成红卫、何晓辉、湖南省纺织供销有
限公司、湖南坤宇重工集团福坤油缸制造有限公司

湖南省朝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刘奇特、张民主、杨爱红

花垣县鼎一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龙铁学、宋元丽、
邓尚斌、张言群、周玉志、葛湘梅、陈琼、龙社生
刘正良、湖南湘怡投资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刘正良、汇天国际(湖南娄底)建设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附件： 单位：人民币

“首先学好交通法，懂得规矩不会错。爱妻爱子爱

家庭，不讲安全等于零……”5 月 19 日上午，永州市零陵

区梳子铺乡流动宣传车正在播放《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顺

口溜》，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常态化治理，让群众养成良好

出行习惯。

为切实防范和坚决遏制较大及以上道路交通安全事

故的发生，零陵区实行“三个结合”抓整治，即统一领导

与部门协作相结合，宣传教育与稳步推进相结合，集中

治理与长效管理相结合。该区每天通过宣传车流动宣

传、“村村响”固定宣传、村干部巡逻宣传、赶集日集中宣

传等形式，发放宣传资料，播放安全出行顺口溜，加强宣

传工作。

在日常工作中，对发现的道路交通问题顽瘴痼疾违

法违规行为进行劝导和整治，在下村督查、日常巡察、外

出调查甚至下班散步时，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劝导、整

治和宣传教育。同时，鼓励全区群众积极参与监督，对身

边发现的危害道路交通安全的违法违规现象进行劝导和

举报，做到时时有人管，处处有宣传，违规勤劝导，监督共

参与。

（单建华 张兴国）

零陵：“三个结合”强化交通安全
“您好，如贵单位发现该同志及其家属有违反家庭美德、

社会公德和党纪法规等行为，请及时告知我们……”近日，在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多个住宅小区物业公司收到了科级领导
干部监督卡。

填报“八小时以外”情况表。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于每
年6月15日、12月15日前，分别向所在单位党组（党委）书面
报告“八小时以外”情况，填写《武陵源区科级领导干部“八小
时以外”情况报告表》，并在单位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示。

开展家访活动。各单位党组（党委）利用微信、微博等互
联网平台了解班子成员“八小时以外”情况，单位“一把手”每
年对班子成员进行家访，及时帮助解决班子成员在思想、工
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接受社会监督。各单位党组（党委）按要求组织本单位
班子成员向居住小区物业公司、市场监管、公安、银行等单位
发放科级领导干部监督卡，做到应发尽发。

召开专题会议。各单位党组（党委）利用党支部大会、民
主生活会，听取领导班子成员“八小时以外”的情况，组织干
部职工进行评议，准确掌握领导班子成员思想行为动态。

“规范党员干部‘八小时以外’的社交圈、生活圈、活动圈
是延伸和拓展监督时间、监督范围的重要举措，也是我们进
一步落实把监督和纪律挺在前面的一项创新工作。”该区纪
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相关负责人表示。 （刘 觅）

武陵源区：实现“八小时以外”监督全覆盖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邓永松

5月的沅陵县官庄镇丛溪口村，到
处是农忙的身影。贫困户邓礼安这些
天两头忙，田里抢栽药材，家里修新
房。

不过，忙归忙，却不忘一件事。5月
15日一大早，他急急忙忙往村部跑，把
一袋子自产的新鲜蒜苗、豌豆夹放在
省扶贫工作队的小食堂，转身就走。

“经常有贫困户来送菜，拦都拦不
住。”老支书谭显禄说，一把小菜一份
情，老百姓送的不只是菜，而是感谢扶
贫工作队的一片情。

去年，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驻
村扶贫工作队出资，邓礼安家种2亩罗

汉果，年底增收 6000 多元。尝到产业
甜头，今年加种3亩黄精。

“全托扶贫的福。”邓老汉念及省
地方金融监管局好处，“舍得‘砸’钱，
还用情办实事。”

穷村大变样，丛溪口村民看在眼
里，记在心上。

5 月 14 日，沅陵县委书记钦代寿
赶赴长沙，给湖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
理局送锦旗，代表村民表达谢意。

官庄镇丛溪口村地处偏远，18 个
村民小组全在山上。两年前，省地方金
融监管局扶贫工作队进村扶贫，第一次
党员干部座谈会上，驻村扶贫工作队队
长张惠从几十双眼神里，读懂了期盼。

丛溪口村贫困面大，百业待兴，扶
贫工作从基础设施建设下手。村支书

邓宗代介绍，两年新修、硬化公路 13
条，组组户户通水泥路，新修、整修过
溪桥7座，村民望溪兴叹的苦头一去不
复返。

安装路灯 256 盏，家家门前亮堂
堂；整修6口废弃山塘，村集体养上了

“分红鱼”；修了新村部、新卫生室，群
众办事、看病不出村，门口有广场，唱
戏跳舞闹不停。

“骑着摩托摘果果，有吃有穿好快
活，到处都是‘金窝窝’。”年前，外嫁女
郑自莲回娘家探亲，写下感慨。

为找产业路子，张惠和村干部想
了不少点子，最后选定种罗汉果、养黄
牛、养蜂、养鱼，空白村“长出”扶贫产
业，村民喜笑颜开。

2019年底，4个产业相继受益，村

办黄牛养殖合作社创收 100 万元，村
集体增收3万元，贫困户分红，各户有
份。

“种下金果果，脱贫有着落。”一阵
夏雨过后，罗汉果苗疯长，望着今年自
种的6亩田，贫困户李忠暗喜。这两年，
他在村合作社种罗汉果，赚到了工钱，
学到了技术，还参与分红。

“给脱贫加把‘安全锁’。”为稳脱贫，
防返贫，去年，后盾单位发动金融单位捐
资60万元，分别设立村产业奖励基金和
救助基金，持续激励村扶贫产业发挥效
益，帮助因灾难和因学特困家庭。

扶贫干得好不好，老百姓有本账。贫
困户谭周成自作8米长横幅，上写“脱贫
攻坚 共产党好 扶贫工作队好”大字，挂
在自家门前公路边，表达内心感激。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慧君 茶林 香贵

群山延绵，丽日当空，油桐树上花
开如锦。

5月18日，平江县童市镇白花村，
山路上走来县税务局退休干部、驻村
党支部第一书记艾继芳。与记者同行
的县税务局局长袁光辉一句话概括了
艾继芳的“小半生”：联点扶贫 20 年，
辗转 9 个乡镇 10 个贫困村，退休 3 年
依然奔走在扶贫路上。

白花村宏伟竹制品厂，村民张不
远正在卸竹。艾继芳赶紧跑过去帮忙，
他说：“南竹，可是我们白花村的宝
贝！”

2017年3月，艾继芳初到白花村。
“那时，村里没有任何产业，只有漫山
遍野的南竹。”艾继芳回忆道，“足足有

7000亩。”
“这么多南竹，为何不利用？”艾继

芳带着扶贫队员唐喜华、李均安，找县
税务局副局长黄明胜研究，牵线引进
了昌海竹制品厂，还争取16万元经费，
帮厂里安装变压器。

竹制品厂总经理夏昌海告诉记者，
厂里向村民收购竹子，每吨480元。村
民在厂里工作，把竹子制成筷子、凉席
等，每月收入3000至6000元。

“张不远负责为厂里运竹子，去年
赚了5万多元。”艾继芳叹道，“贫困户
不仅脱了贫，还致了富。”

记者突然发现，年过花甲的艾继
芳竟无一根白发，便好奇地问：“头发
染过吗？”

“没有。”艾继芳说，“我父母也没
有什么白头发。”

已经退休了，怎么还驻村扶贫呢？

“他说要打好脱贫攻坚最后一
仗！”袁光辉说，老艾心里也犹豫过，毕
竟年纪大了，但乡亲们都挽留他，他就
坚定地留下了。

“我是 2000 年开始扶贫的。第一
年在三墩乡聚龙村。我帮着村民修路、
通电、建学校，村民们还送了我一面锦
旗呢。”20年扶贫路上的点点滴滴，艾
继芳记忆犹新，“10个村，最远的是长
寿镇石田村。离县城70多公里，骑摩托
要4个多小时。”

2017 年 6 月 30 日，平江突降暴
雨，白花村信号差，艾继芳联系不上村
里人，寝食难安。次日清晨，他冒雨骑
摩托，涉险进山，带领村民救灾。

救完灾后，他马不停蹄赶回局里汇
报，该局设法在村里建了3个移动通信
基站。现在，村民上山砍竹子，手机都有
信号。村民曾炎炉感叹道：“不管发生什

么，艾书记都是冲在最前面的人。”
艾继芳说：“只要大多数人说我艾

继芳是个好同志，我就心满意足了。”
“他确实是个认真负责的好同

志！”白花村村民苏的香说，“艾书记对
贫困户安置很上心，千方百计帮村里
争取资金，11户人家建了新房。他还一
次次跑县易地搬迁办，让8户人家住上
县里的新房子。”

20年间，艾继芳骑坏了3辆摩托，
被平江县记功7次、岳阳市嘉奖2次。

“平江有个艾继芳，天生一副热心
肠！谁家倒了房，谁家丢了羊，谁家的
小孩受了伤，都找艾继芳……”白花村
流传的“快板”，讴歌着他们心中的“好
同志”。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回顾20年的扶贫生涯，艾继芳目光灼
灼：“为村民办实事，我心里才踏实！”

湖南日报 5月 20日讯（徐亚平
马如兰 李丹阳）昨天，2020年洞庭湖

“清湖行动”在岳阳启动。12艘执法船
艇一字排开，从南岳坡旅游码头起
航，开始为期12天的“清湖行动”。该
行动旨在“严厉打击非法捕捞，保护
湖区生态安全”。

此次活动由农业农村部长江办
和省农业农村厅组织，联合公安、海事
等部门，组织岳阳、常德、益阳3市16
个县（市）区，采取集中巡护、集中执
法，对东、南、西洞庭湖全水域实施巡
察。行动将严格按照“非法网具一律拆
除、涉渔‘三无’船舶一律扣押拆解、非
法捕捞渔船一律扣港查处、涉嫌犯罪
的一律移交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的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非法捕捞

等行为，全面清理整治禁用渔具和非
法捕捞渔船，切实维护湖区禁捕管理
秩序，保护水域生态环境。

2019年以来，岳阳坚决贯彻落实
中央、省关于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
退捕有关决策部署，积极引导退捕渔
民转产转业，持续加大渔业资源和洞
庭湖长江流域水生态保护执法力度。
截至目前，省定任务共签订退捕协议
完成4131户、完成率99.35%，回收捕
捞证3762本、完成率99.89%，拆解渔
船7634艘、完成率98.77%。今年元旦
全面禁渔以来，已收缴电鱼设备 166
台套，取缔违禁渔具 348 件、12672
米，行政处罚27起、28人，移送司法3
起、10 人，非法捕捞行为得到了有效
遏制。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记者 戴
鹏 通讯员 陈启浪）“这里的草莓有

‘身份证’，我们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5月14日，茶陵县枣市镇管塘村海潭
生态种养合作社的草莓园里，最后一
批草莓被抢购一空。一位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销售火爆的背后，是该合作社
落实省农产品“身份证”和合格证管理
制度，并对产品进行赋码标识，产品

“持证”上市，受到消费者青睐。
在草莓园门口，记者见到消费

者都获得一张印有“省农产品‘身份
证’管理平台标识”追溯二维码的食
用农产品合格证，上面标明了企业
名称、联系方式等，最为醒目的是企
业对产品质量的 4 项自主承诺，包括
不使用禁限用农药兽药，不使用非
法添加物等。

海 潭 生 态 种 养 合 作 社 的 农 产
品，因实施物理防控、主施有机肥、
人工除草、开展自律检测，并建立农
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制度，保证
了产品质量和品质，供不应求。今

年，该合作社仅 3 亩草莓的毛收入就
超过 12 万元。

去年来，茶陵县积极引导农业生
产经营主体落实食用农产品合格证
管理制度，全力推动农产品质量安全
溯源管理工作落地。该县充分发挥政
策引导作用，不断强化技术支撑服
务，引导规模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和新
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入驻国家农产
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平台和省农产
品“身份证”管理平台。目前，全县已
有 49 家规模以上农业企业入驻国家
农产品质量溯源管理平台，42家生产
经营主体、100 余个优质农产品入驻
省“身份证”管理平台，完成产品赋码
标识，拥有了农产品“身份证”。

“今年，我们还将通过推进农产
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支持建立
一批县级农产品质量溯源示范主体，
深入实施食用农产品合格证管理制
度，为创建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奠
定基础。”茶陵县农业农村局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股股长曾娜说。

落实农产品“身份证”和合格证管理制度

茶陵农产品“持证”上市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记者 唐
亚新 通讯员 邓彪）“戴上我，爱自
己。”今天上午，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太
平洋产险湖南分公司、长沙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等单位在长沙联合举行戴盔
骑行安全随行公益活动，向市民赠送
安全头盔和保险各500顶（份），并组
织几十名外卖小哥组成骑游车队，以
佩戴头盔巡游的方式向广大骑乘人员
宣传佩戴头盔的重要性。

据统计，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驾
乘人员死亡事故中，大约 80%为未
佩戴安全头盔造成的颅脑损伤致
死，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则能将交通
事故死亡风险降低 60%以上。今年
4 月底以来，全省各级公安交管部门
累计举行安全头盔捐赠活动 214 场
次、赠送安全头盔 1.2 万余顶，现场
教育未佩戴及未按规定使用“一盔
一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驾驶人

及乘坐人员佩戴安全头盔，汽车驾
驶人、乘坐人员使用安全带）违法人
员 2.8 万人次。

省交警总队相关负责人介绍，下
阶段，湖南交警将坚持宣传引导和执
法查纠并重，力争到今年底，城市道路
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安全头
盔佩戴率分别达到90%、70%以上；汽
车驾驶人、乘车人安全带使用率分别
达到90%、70%以上。

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刘沁

孩子在舞蹈班培训受伤，培训老
师和培训机构被判决赔偿 117 万余
元。

5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7起
依法严惩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典型案
例。由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导编辑
报送的《原告周某诉被告张某、第三人
张某珺健康权纠纷案》入选。

孩子在培训班受伤致残
几年前，未经行政机关许可、备

案，张某珺在自住房内开办课外辅导
班。张某在未取得相关资质的情况下，
在张某珺的培训场地开办中国舞培训
班，招收了周某等6名儿童。

2018年6月，周某练习下腰动作
时，张某要求周某加大下腰动作幅度，
但未指导其适度动作，并且未予扶托
保护，导致周某摔倒。

周某回家当晚，发现有下肢肌力
改变等症状，经在多家医院住院治疗
后，其伤情鉴定为三级伤残。

事发后，周某向宁乡市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要求判令张某承担主要责
任，张某珺承担次要责任。

无资质培训老师担主责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张某未取

得相关资格证书，不具备儿童舞蹈教
学的资格和能力；在培训教学中，未根
据未成年人的生理特点合理安排练习

和休息，在原告周某已连续多次下腰
练习后指示周某加大动作幅度，且未
予扶托保护，导致周某受到严重身体
伤害。张某对周某受伤应承担主要过
错责任。第三人张某珺未经主管机构
批准、备案开办校外培训机构，对张某
是否具备舞蹈教学的能力和资质未进
行审查和监督，对周某受伤应承担次
要责任。

法院判决被告张某赔偿原告周某
948168.26 元；第三人张某珺赔偿原
告周某222542元。

谨慎选择校外培训机构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

陈坚指出，近年来，校外教育培训市场
繁荣，但由于监管机制和安全保障机
制的不完善，未成年人在培训机构受
到损害的事件屡见不鲜。培训机构及
其从业人员因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导
致未成年人受到伤害的，应当依法承
担侵权责任。

陈坚认为，本案警示广大家长，在
选择校外培训机构时，应认真审查培
训机构的办学许可、备案登记情况，对
培训机构的安全保障机制、培训人员
的从业资质要尽可能有所了解，确保
孩子在合法、规范、安全的培训机构接
受教育。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切实强化
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日常监管，对未经
许可擅自开办的培训机构要及时取
缔，对未履行从业人员资质审查、培训
场所安全保障等义务的培训机构要依
法惩处。

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

产业扶贫拔穷根

踏遍青山人未老
——平江退休税务干部艾继芳20年扶贫记

戴盔骑行安全随行
公益活动举行

2020年洞庭湖“清湖行动”启动

孩子在培训班受伤谁担责
法院：培训老师担主责赔94万余元，培训

机构担次责湖南日报5月20日讯(记
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宋云钊
龙超)5 月 14 日，永州市公安局
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发布
该局“双 20 条”措施，即“进一
步优化营商环境 20 条措施”

“服务经济社会民生发展 20
条措施”。

优化营商环境20条措施包
括严厉打击涉企黑恶势力、涉
企信息网络侵权、侵犯企业财
产和知识产权、破坏经济秩序
违法犯罪，加强企业周边治安
管理、企业内部安全防范、涉危
单位安全监管，快速处置涉企
警情，慎用刑事强制措施，依法
保护企业及企业家合法权利，
完善举报投诉机制，加大对涉
企执法行为的监督，深入推进
公安行政审批改革，建立优化
营商环境组织机制和联席会议
制度等。

服务经济社会民生发展
20 条措施包括依法严厉打击
黑恶势力以及扰乱治安秩序、
破坏经济秩序等违法犯罪，创
设永州快反体系，创新基层群
防群治、基层技防建设、重点
场 所 监 管 ，创 新 发 展 新 时 代

“枫桥经验”，推行小客车转籍信息网上
转递、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电子化、交
通安全导航提示服务、接受教育减免交
通违法记分、居民身份证和户政办理便
捷化，推行行政案件快速办理，实行阳
光警务，规范涉案财物管理，畅通投诉
救济渠道等。

5月20日，佩戴头盔的巡游车队行驶在长沙街头。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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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出行在路上
——集中整治交通问题顽瘴痼疾

法治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