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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电梯行业安全责任保险项目公开比选即日起
开始报名，凡有意合作的湖南省财产险公司均可参加。

详情请登录：www.gsbxjj.com
联系人：周先生
电 话：18774058206

湖南高速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1日

保险比选公告

经汉寿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湖南汉寿高新技术
产业园区中小企业创业园二期（一标段·公寓楼）设计施工总
承包 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人为 汉寿县高新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 ，投资额约81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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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web/）、《常德日报》、《湖南日报》和常德市人民政府网。

汉寿县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2020年5月20日

招标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拟对湖南省
国营钱粮湖农场等43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至2020年3
月 31 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 364,983,762.66 元,债权本金 83,
708,182.7 元，债权利息 281,275,579.96 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
人全部分布在君山地区。

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境内依法成立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
组织，并应具备充足的注册资本、良好的资信证明等条件，但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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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
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
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
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
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

疑问或异议请与湖南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齐跻绩 联系电话：0731-84120155
电子邮件：qijij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288号金色地标大

厦第26-27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731-8545934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tangcheng-

zhi@cinda.com.cn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2020年5月21日

资产处置公告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记者 欧阳
倩）今天上午，12个生物医药与大健康
产业项目集中在长沙高新区签约。项目
总投资约 21.5 亿元，其中投资 10 亿元
以上项目1个，投资过亿元项目5个。

本次签约项目中，既有三诺生物、
一特医疗、明康中锦、高众生物、万灵帮
桥等深耕医疗器械产业的项目，也有都

正生物、和锐生物、新波生物等医学检
测和医药研发前沿项目，还有奥托医
链、森霖堂医药、赛灵医药等医药物流
产业项目。

其中，三诺生物 CGMS（动态血糖
监测系统）生产基地项目，是在园区培
育发展壮大的优质企业再投资、再携
手、再发展的典型案例。三诺生物董事

长李少波说：“长沙高新区招商部门深
挖产业链配套，为三诺引进上下游企
业，如每年采购额约5000万元的仁诺
等企业就在高新区招商引资下落户，实
现了三诺在原材料方面的快捷采购。招
商局给予的支持力度大，工作人员专业
水平高、配合程度好，为企业的良性发
展打下坚实基础。”

生物医药与大健康产业是长沙高
新区的传统优势产业。2019年，园区生
物医药与大健康产业规模工业企业产
值88.05亿元，税收7亿元，在全国国家
级高新区中排名第 10 位。长沙高新区
党工委书记周庆年表示，园区将为签约
项目提供从落户建设到投产达产全流
程专属服务。

湖南日报 5月 20 日讯（记者 金
慧 通讯员 陈柄丞 王鹏）今天，长沙望
城软件和信息技术产业园、金桥总部经
济基地举行授牌仪式，标志着望城经开
区软件和信息技术产业升级再出发。

金桥总部经济基地坐落在高铁西
城核心片区——金桥国际商贸城，距离
高铁西站仅5公里，目前已有700多家

企业入驻。为给软件信息技术产业和总
部经济构建良好的发展环境，望城经开
区开通“一站式”绿色服务通道，提供一
流的办公环境。

“在园区良好的配套和政策支持
下，经过 1 年的发展，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8000多万元。”苏州百联节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总经理陈经表

示，今年将以总部经济基地挂牌为契
机，抓住机遇、勇往直前，有信心实现年
产值1.5亿元。

软件信息技术产业和总部经济对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提升园区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目前，望城经开区已经集聚规模工
业企业210余家，可为软件业发展提供

广阔的施展空间和肥沃的生长土壤。
据了解，园区将以此次挂牌为契

机，围绕“为制造业转型升级赋能”和
“产业生态圈构建”两大方向，着力聚集
一批龙头企业，壮大一批中小企业，打
造一批应用场景，提升软件业和总部经
济的规模化、高端化、服务化、集聚化发
展水平。

5月18日 星期一 晴

今天上午，我们走访了津巴布韦东
马绍纳兰省（简称“东马省”）两家最大的
定点隔离医院，向他们介绍中国抗疫经
验并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之后参访隔
离区，提出了一些建议。中午来不及吃
饭，我们又赶往当地的一家社区医院。

碧蓝的天空点缀着一团团棉花朵
样的白云，马路很窄，两边的田野空旷
辽阔，有挂满果子的绿树，也有一望无
际的枯草，偶尔可以见到在路边驻足等
车或是步行的行人。这里只有一条主路
是柏油马路，其余的道路一旦车子驶
过，两边都会扬起一片尘土。

社区医院并不大，只有一层红砖平
房，医院外面荒芜的草地上坐着不少候诊

的病人。社区医院用弹性网带做了一条隔
离线，为进院的病人量体温、做手消。

看到两个穿着制服的女人，我猜她
们是护士，便跟她们攀谈起来。她们盯
着我戴的口罩，眼神里满是渴望。医护
物资和人员匮乏，是最大的难题。

我请示了队长，把我们自备的外科
口罩从车上拿下来，叫来她们的护士
长，交到了她手上，对她说：“请把口罩
发给上班的员工，让她们多一些安全
感。我们要充满信心，同心协力，相信一
定能早日战胜疫情。”

作者为中国（湖南）赴津巴布韦抗疫
医疗专家组队员、湖南省人民医院急诊
ICU护士长 徐芙蓉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周瑾容 整理）

5月19日 星期二 晴

这是繁忙的一周，继昨天走访了津
巴布韦东马省后，我们今天清晨驱车离
开哈拉雷往北，目的地是中马省。

与昨天看到的非洲大草原相比，今天
见到了山脉蜿蜒，还有大小不等的湖泊分
布，完全是不同的景致。路边不再是寂寥
的荒地，而是出现了大片的现代化农庄。

今天的路程比昨天还远了半个小时，
经过一路颠簸，我们终于来到了中马省的
新冠肺炎定点治疗医院。因为场地受限的
关系，双方的会面在旁边的一所小学进
行。这次到会交流的人员比较多，不仅有
中马省省长、相关部门的行政官员，还包
括很多一线的医生和护士。所以，我们将
准备的内容做了一些调整。除了中国经验
外，还分享了关于病例追踪和护理方面的
内容。当地的流行病学专家也特别为我们

介绍了中马省的新冠防治情况。
目前中马省尚无确诊病例，但他们

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流程制度来应对
疫情的发展；同时，他们坦诚地向我们
介绍了目前存在的困难。从我们现场走
访的情况看来，整个定点治疗医院的工
作还是做得不错的，有明确合理的布局
与线路，有清晰的防控思路。

通过这些天的走访，深深感受到，
虽然物资匮乏、条件艰苦，但不管是威
尔金斯传染病医院的医生同道们，还是
马达蒙贝社区仍在坚守的护士们，他们
都在尽力创造条件，认真地做着每一个
细节，努力守护着他们身后的津巴布韦
人民。他们值得我们尊敬！

作者为中国（湖南）赴津巴布韦抗疫
医疗专家组队员、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重症医学科副教授 彭玥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整理）

努力守护着身后的人民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
（记者 黄利飞）专注生猪全
产业链发展30余年的唐人
神又有新动作。在 5 月 19
日召开 1000 亿工程高级
研讨会上，唐人神宣布计
划用 12 年的时间，实现营
收 1000 亿 元 、饲 料 销 量
1000 万 吨 、生 猪 年 出 栏
1000 万头、肉品销售 300
亿元、盈利目标 30 亿元，
致力成为全产业链农牧龙
头企业。

唐人神1988年以饲料
起家，后逐步涉及生猪养
殖、肉品加工，一直围绕“健
康养殖、生物饲料、品牌肉
品”三大产业，坚持生猪全
产业链发展模式。2016年，
公司开始由种猪繁育向生
猪育肥产业延伸，现已先后
在湖南、河北、河南、甘肃、
云南、山东等地全面布局产
能。

唐人神创始人兼董事
长陶一山对公司12年后实
现“千亿工程”目标充满信
心。他表示，唐人神 30 余
年稳健经营，沉淀了产业
链规模、发展模式和技术3
大核心竞争力，积累了厚
积薄发的能量；与华夏基
石、零牌顾问、西门子等咨
询机构的紧密合作，也将
从战略管理、数字化营运、
人才发展和项目制等方面
赋能，为唐人神实现 1000
亿工程目标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

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潘志强

5月15日，记者在浏阳五中看到，
借助于该校“刷个脸吧”智慧校园系统，
师生到教室考勤刷脸，在图书馆借书刷
脸，赴食堂就餐也是刷脸打饭……“无
卡化”智慧校园，让大家享受到信息技
术带来的便利。

在浏阳四中大数据精准教研中心，
精准教学服务平台会适时反馈各年级学
情大数据和学生学习情况。全校24个班
级开展“智慧课堂”实践，借助云端，老师
们减少了批阅作业试卷等重复劳动。

这是浏阳市推进智慧教育的一个
侧面。去年，该市建成教育视频中心，录
直播 60 余场，收录视频课 7200 余堂。
新建网络联校主校9所、分校27所，实
现全市所有教学点全覆盖。全市 27 所
主校和81所分校开展“专递课堂”互动
教学1600余节，让3800多名边远乡村

学生同步享有城市优质课堂。
5月14日，浏阳市2020 年智慧教

育工作部署会召开，总结铺排全市智慧
教育建设。

“智慧招生平台预计7月上线，新生入
学申请、报名及确定学校等各项流程均在
网上进行。”浏阳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在会
上介绍，新生可凭借学生身份信息等资料
生成唯一账号进行报名，一经审核通过，将
统一参与本学年度学区排序，任何人都没
有权限进行二次修改，这不仅为入学办理

“减负”，也更能确保招生公平、公正。
今年，浏阳将重点推进优化数字资

源供给、提升教师信息素养等6大智慧
教育工程，分期分批建设无线校园，升
级智慧教育云平台，新增智慧办公、智
慧招生等功能；组建中小学“网络校联
体”，加快“三个课堂”（专递课堂、名师
课堂和名校网络课堂）应用；实施高中
阶段大数据精准教学，启动教师信息技
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2.0培训。

浏阳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管理融合创新——

校园走进“刷脸”时代

产业项目建设年

加速推进生物医药与大健康产业
12个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约21.5亿元

金桥总部经济基地授牌

力促软件产业再升级
望城经开区

赠送备用口罩给当地员工

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
携手抗疫

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助非洲

——援非抗疫日记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胡凯）据海关统计，今年1至4
月，湖南省加工贸易进出口263.9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21.4%。其中，4月全省
加 工 贸 易 进 出 口 88.5 亿 元 ，增 长
40.4%，增幅创新高。长沙海关分析，随
着岳阳市新金宝喷墨打印机等项目量
产规模不断扩大，我省加工贸易后劲较
足。与此同时，推进加工贸易高质量发
展任重道远，产业附加值和带动效应需
不断提高。

今年1月，岳阳市新金宝喷墨打印
机项目正式量产，加工贸易强劲增量值
得期待。从数据来看，1至4月，岳阳市加
工贸易进出口6.5亿元，增长近1.3倍。
新金宝打印机项目是我省迄今引进的
投资规模最大的台资项目，年综合产值
500亿元以上、综合税收30亿元以上、
进出口贸易额30亿美元以上。

长沙海关分析，随着国外新冠肺炎
疫情持续蔓延，全球智能手机等电子消
费品需求大幅下滑，我省加工贸易龙头

企业富士康衡阳厂区和蓝思科技的重
点客户主要为苹果、亚马逊等国际电子
消费品牌，国外疫情对行业的冲击会延
续较长一段时间，对湖南省加工贸易的
影响可能加大。

目前省内加工贸易规模企业少，高
附加值产品少，未形成有效的产业链和
聚集效应。许多加工贸易企业的上下游
企业仍然在沿海地区，与同一区域的其
他企业的关联度不强，产品加工深度不
够。海关认为，未来应着力调整全省加
工贸易产业结构，引进一批与原有产业
关联度比较强的产业配套项目，促进电
子产品、贵金属加工、有色金属冶炼、鞋
服加工等加贸生产行业实现产业链延
伸和集群式发展。

湖南加工贸易后劲足
产业附加值和带动效应需不断提高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曾令辉）中药疗效获得肯定，疫
情期间中药出口增长较快。据海关统
计，今年1至4月，湖南省出口中药材及
中式成药 6817 吨，比上年同期增加
70.8%；出口额3.1亿元，增长45.1%。

据统计，3月和4月出口增幅较大。其
中，3 月全省出口中药材及中式成药
2229.3吨，增长97.9%，出口值9966.6万

元，增长68.8%；4月出口量1789.1吨，增
长38.3%，出口值8180.9万元，增长27%。

近年来，在国家一系列扶持政策驱
动下，中药材市场正迎来快速发展，我
省中药出口量也日渐增长。2018 年我
省出口 1.1 万吨，增加 36.8%；2019 年
出口1.5万吨，增加43.7%。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疫情的稳定，
中医药在此次抗疫中的作用引发关注。

由湖南安邦制药生产的银黄清肺胶囊，
在战“疫”中大显身手，分别出口捐赠巴
基斯坦、伊朗、阿富汗、荷兰、意大利、美
国和迪拜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需要关注的是，目前海外市场准入
标准不统一、门槛较高，严重制约了我
省中药材及中式成药的出口。此外，我
省中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研发技
术落后，出口普通中药材占据大多数，
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优势，严重制约
了我省中药产业的国际化进程。海关建
议，不断加强对国内外相关法规标准的
研究，完善中药品质国际标准的制定，
积极应对国际技术贸易壁垒。

疫情期间中药出口增长快
前4月我省中药材及中式成药出口量增长七成多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王
晖 林俊）5 月 14 日，台达
电子（郴州）有限公司向
郴州海关成功申报内销一
批变压器，成为我省综合
保税区首家内销选择性征
收关税的企业。在该笔内
销业务中，企业选择按原
进口保税料件缴纳关税，
与按成品内销相比可节省
税费 7887 元。

今年 4 月 15 日，财政
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
局发布《关于扩大内销选
择性征收关税政策试点的
公告》，明确将内销选择性
征收关税政策试点扩大到
所有综合保税区。

长沙海关关税处负责
人介绍，内销选择性征收
关税是指对综合保税区内
企业生产、加工并用于内
销的货物，可根据企业意
愿，在内销时选择按照对
应的保税料件或者实际的
成品状态征收关税。在该
政策模式下，企业可通过
核算选择税费较低的方式
缴纳以降低税负。长沙海
关把推进该项政策落地作
为助力省内综保区企业复
工达产、促进内销的一项
重要举措，确保业务在全
省顺利落地。

台达电子（郴州）有限
公司关务经理黄蓁柔介
绍，这一政策的全面推广
实施给公司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红利，预计全年可节
省税费1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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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20日讯（通讯员 胡智
飞 记者 奉永成）5月18日，农行郴州分行为
湖南临武正邦养殖有限公司发放的2亿元生
猪养殖流动资金贷款已到账。公司负责人高
兴地说，有了这笔贷款支持，今年扩产扩栏的
信心更足。今年，农行郴州分行计划投放生猪
贷款10亿元，目前，已发放贷款2.4亿元。

今年以来，农行郴州分行积极支持生猪

养殖、屠宰加工、运输流通及饲料生产等生
猪全产业链发展，对行业排名靠前的生猪龙
头企业，主动对接，了解融资需求，帮助解决
资金短缺难题。湖南临武正邦养殖有限公司
是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受疫情影
响，公司流动资金告急，农行郴州分行主动
上门，为公司量身定制金融服务方案，投放
中、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各1亿元。

农行郴州分行支持生猪产业发展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记者 李杰）为全
面复苏常德本地游市场，5月17日下午，
2020年“常德人游常德”首发仪式在常德
河街鸳鸯走马楼启动。活动现场，发布了
26条常德市内游线路。

据介绍，26条市内游线路分为5大类，即
“诗画常德·经典之旅”，含“诗画桃花源+桃花
源古镇”一日游等7条线路；“田园常德·乡村之
旅”，含鼎城区“十美堂镇赏油菜花+鸟儿洲湿
地公园”一日游等7条线路；“红色常德·教育
之旅”，含“林伯渠纪念馆+丁玲故居+太浮山”

一日游等4条线路；“幸福常德·扶贫之旅”，含
“乌云界花源里+赛阳村蓝莓采摘”一日游等
4条线路；“快乐常德·亲子之旅”，含西湖管理
区德人牧业小镇亲子一日游等4条线路。

此次活动以“家门口的健康游”“桃
红柳绿、青山碧水、健康常德”为主题。

“常德人游常德，不仅可以切身体会家乡
的美好，还能感受家乡日新月异的发展
变化。”推介活动现场，市民伍婧表示，人
们因为种种原因而忽略了身边的美好，
其实旅游不用去远方，好风景就在身旁。

“常德人游常德”活动启动

5月20日，双峰县井字镇铜梁村鹰嘴桃种植基地，农民在防治病虫。该基地是铜梁村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基地，目前解
决了10多名贫困村民的就业。当前正值桃树夏季管理关键时期，农民紧抓农时，加强桃园的管护，确保丰产丰收。 李建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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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美术馆今天恢复开放。在充分做好防
疫工作的前提下，湖南美术馆展出了第十
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进京作品和第三
届中国美术奖作品（湖南）巡展作品。市民
可通过提前预约的方式走进馆内有序参
观，感受“复工”归来的文化大餐。

全国美术作品展是我国历时最久、
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国家级综合性
美术作品展览，每5 年举办一次。此次
巡展(湖南站)由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
联、中国美协主办，湖南省文联、省美
协、湖南美术馆承办，展出的470余件

作品涵盖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等 10
余个门类，内容丰富而精彩。

疫情防控期间，为了让观众能更放
心、更舒心地参观体验，湖南美术馆采
取了相应的管控防护措施。据了解，为
防止人员聚集，湖南美术馆实行观众总
量控制、分时分流入馆，每日限800人。
观众可通过湖南美术馆官网(www.
hnmsg.net)、官方微信服务号 (湖南
美术馆)，使用第二代身份证预约 5 日
内(含当天)的参观，预约观众须按照预
约时间段参观。此次展览将持续至6月
20日结束，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湖南美术馆“复工”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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