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湘西
中心支公司
公司地址：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吉首市乾州区人民南路西侧世纪广
场商业楼6-7楼
机构编码：000018433100
登记号：0248582
发证日期：2019年11月19日
成立时间：2002年5月22日
电话号码：0743-8235663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阳
中心支公司祁东县营销服务部
公司地址：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永昌街
道曙光路西侧傲富鼎都C5栋3层
机构编码：000018430426001
登记号：0251949
发证日期：2020年1月16日
成立时间：2002年9月30日
电话号码：0734-8708161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汉寿
支公司
公司地址：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龙阳
镇汉寿大道与拥军路交会处紫晶城二
楼1栋201室与3栋201室

机构编码：000018430722
登记号：0250264
发证日期：2020年4月10日
成立时间：2011年1月7日
电话号码：0736-7716070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
分公司望城营销服务部
公司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高塘岭
街道联诚现代城4栋第五层503号房、
第三层303号房
机构编码：000018430112001
登记号：0252167
发证日期：2020年5月21日
成立时间：2004年6月3日
电话号码：0731-84229760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湘阴
支公司
公司地址：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文星镇
江东路中凌大酒店2、3楼
机构编码：000018430624
登记号：0248618
发证日期：2019年12月27日
成立时间：2011年11月7日
电话号码：0730-8274420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
省直属第八支公司
公司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
中路二段68号第二、三、五楼房屋201、
301、501-506号
机构编码：000018430111802
登记号：0248616

发证日期：2019年12月27日
成立时间：2016年1月12日
电话号码：0731-84229760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邵阳
中心支公司新邵营销服务部
公司地址：湖南省邵阳市新邵县酿溪镇
大坪开发区蔡锷路与内环南路交叉路
口二楼
机构编码：000018430522001
登记号：0261007
发证日期：2020年6月5日
成立时间：2002年9月30日
电话号码：0739-5312937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鹤城
支公司
公司地址：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迎丰西
路195号王府大酒店
机构编码：000018431202
登记号：0252172
发证日期：2020年6月12日
成立时间：2010年11月8日
电话号码：0745-2251521
以上机构业务范围：承保人民币和外币
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保
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期健康保
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办理
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代理国内外保
险机构检验、理赔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
事宜；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经中国
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公 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批准，换（颁）发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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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债务人

张家界鸽子花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梓山湖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

湖南凯风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远洋运输公司

湖南和一酒店连锁有限公司

湖南亿隆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瑞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元）

51,353,844.31

20,000,000.00

79,000,000.00

7,355,072.47

20,000,000.00

10,000,000.00

58,862,968.72

利息（元）

2,944,394.06

191,531.48

175,961.54

1,017,390.40

3,102,370.12

0.00

1,305,047.12

担保人

张家界鸽子花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向旺

湖南梓山湖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王兰

湖南凯风物流有限公司、鲁勇、欧阳兰

湖南远洋运输公司

湖南和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尹德和、熊多奇

李继荣、易华斌、刘格慧、袁超群

长沙市红椒园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南通库博新材料
有限公司、唐顺国

注：1、本公告资产清单列示截至
2017 年 5 月 21 日的贷款本息余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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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资产清单

经临澧县政府采购主管部门审核，“临澧县农村宅基地
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颁证服务项目（项目二)”已具备公
开招标条件，采购人为临澧县自然资源局，采购项目预算价
为6400680元（分四个包采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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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changde.gov.cn）。

湖南中招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2日

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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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膜版“火眼”核酸
检测实验室6月19日下
午开始搭建。两天多时
间基本上完成了设备安
装和调试。9 个高 3.5
米、占地70多平方米的
拱形白色气膜舱已搭建
完毕，14台自动化核酸
提取设备准备就绪。这
个北京首座气膜版“火
眼”核酸检测实验室正
式运转后，实验室核酸
检测能力可达到每天上
万人份，缓解当前核酸
检测压力。 新华社发

气膜版“火眼”核酸检测实验室搭建完毕

据新华社香港6月22日电 香港特区
政府多个部门官员 21 日表示，将全力支
持和配合涉港国安立法工作，确保相关法
律在香港有效实施，竭力维护国家安全。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
人近日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
会议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的说明。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表示，草

案说明清晰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应当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护香
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
本法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适用
于香港的有关规定享有的权利和自由，这
些明确规定应可释除公众疑虑。她将率领
律政司全力支持和配合涉港国安立法工作。

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以及

特区政府6个纪律部队部门首长，包括警
务处处长邓炳强、香港海关关长邓以海、
消防处处长梁伟雄、惩教署署长胡英明、
入境事务处处长区嘉宏，以及政府飞行服
务队总监胡伟雄，也在当日表示将全力支
持和配合涉港国安立法的工作。李家超将
带领各纪律部队全面履行应有职责，确保
相关法律在香港有效实施，竭力维护国家
安全。

交通运输部：

确保重点生产生活物资
进出京运输通道通畅

记者 22 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交通
运输部近日印发通知，要求确保进京鲜活
农产品等重点生产生活物资运输“三保障
一通畅”，即保障运输供需有效对接、保障
应急运力及时调配、保障司乘人员防护到
位，确保进出京运输通道通畅。

新华简讯

国家网信办：

集中整治网上售卖
珍稀濒危野生植物行为

记者 22 日从国家网信办获悉，为切
实遏制网上售卖珍稀濒危野生植物行为，
国家网信办即日起将组织各地网信部门
会同属地相关部门进行集中整治，对问题
严重、影响恶劣的网站平台、网络账号及
相关责任人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并向社会
公众通报处置结果。

我国重启北斗三号最后
一颗组网卫星发射任务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22日
透露，6月16日推迟执行的北斗三号最后
一颗全球组网卫星发射任务相关技术问
题已排除，任务重新启动，拟于6月23日
择机执行。 （均据新华社6月22日电）

长沙有个业主众筹的“深坑篮球场”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作为一名篮球爱好者，你是否有过想打
篮球，却不得不外出寻找球场，来回路上花
费很长时间的烦恼？长沙保利西海岸A区众
多热爱篮球的业主，为能在家门口打篮球，
自发众筹在小区建了一块“深坑篮球场”，现
在小区里打篮球的人越来越多。

刘国栋是小区业主篮球爱好群最早的
群友之一，也是众筹“深坑篮球场”的发起
人。他介绍，小区整体环境不错，但运动场地
有限，唯一算得上宽阔的场地只有A8栋的
北侧，一个位于负一层的露天羽毛球场。这
块场地原本被规划为羽毛球场，但因为位置
和场地条件的原因，平时很少有人来。

2019年8月，刘国栋从群里得知了这块
场地，就主动“勘测”了一番，意外发现该场地
正好是一个篮球半场的大小，便在群里提出
通过“众筹”，将场地改建成更受欢迎的篮球场
的想法。该想法立刻得到群友的响应，刘国栋
第一时间垫付了费用，将篮球架买了回来。

有了篮球架，篮球场初步成型，原先的
篮球爱好群迅速从十几人增加到四十几人。

罗宏超是群里的“骨干”，他介绍，有了篮球
架，群里越来越热闹，每天都会互相联络在
小区里打球。群里曾组队参加保利的“友邻
杯”篮球赛，斩获第二名，得到4000元的奖
金，这笔奖金最终用于支
付篮球架的费用。后来群
成员每人又交了 400 元，
将场地进行了平整，还铺
设了悬浮拼装地板。此前
无人问津的小区闲置场
地，就此成为了高大上的
专业篮球场。由于球场位
于负一层，四周被玻璃围
栏和草木环绕，大家便将
它取名为“深坑篮球场”。

有两个运动品牌听说
该小区业主众筹了一个篮
球场，被他们热爱篮球的
激情触动，主动赞助了队
服和篮球。

目前，“深坑篮球场”
已是小区最热闹的去处之
一，为加强管理，群成员也

配合物业拟了《保利西海岸深坑篮球场管
理办法》，规定球场对小区所有业主免费开
放，还将使用时间限制在早上9点到晚上9
点，避免影响居民休息。刘国栋告诉记者，

“深坑篮球场”建成以来，从来没有收到过业
主的投诉，反而有越来越多的业主前来打球
或带着孩子看球，小区的篮球氛围一天比一
天浓。

下期奖池：660208305.90（元）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3 20124 6 2 9
排列5 20124 6 2 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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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20053 02 15 18 21 27 03+06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2

2

10000000 20000000

160000008000000

新华社开罗6月22日电 中国-阿拉伯国
家政党对话会特别会议22日以视频会议方式
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会议
致贺信。多名阿拉伯国家人士认为，贺信凸显了
阿中人民的深厚友谊，表达了中国同包括阿拉
伯国家在内国际社会加强合作、携手抗疫的真
诚意愿，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与阿拉伯国家政党
携手共建新时代中阿命运共同体的坚定决心。

携手抗疫 共克时艰

摩洛哥非洲中国合作与发展协会主席纳
赛尔·布希巴说，贺信高度评价阿中友谊，体
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阿中合作的高
度重视，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大背景下，中
国和阿拉伯国家携手抗疫，体现了中国开放
包容合作的理念。

总部位于苏丹的阿拉伯-中国友好协会
联合会执行主任阿里·优素福说，疫情在苏丹
暴发以来，中方积极支持苏方抗击疫情，中国
抗疫医疗专家组在苏丹密集走访医疗机构，
分享经验，苏丹人民对此永远铭记于心。

约旦中国问题专家萨米尔·艾哈迈德认
为，中国始终本着公开、透明和负责任态度，
积极参与和推动国际抗疫合作，帮助包括阿
拉伯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抗击疫情，分享抗
疫经验，提供援助物资。这些都证明中国是值
得信赖的国家。

深化友谊 共促发展

埃及中国事务专家艾哈迈德·赛义德说，
对阿拉伯国家人民来说，贺信提到的“中阿命
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关键词意味着信任

和希望。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中央委员、阿拉

伯关系和中国事务部部长阿巴斯·扎基说，通
过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阿命运共同体，阿中
双方将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改善民生，阿拉
伯国家愿与中国在经济、政治、科技等领域更
加密切地开展合作。

伊拉克智库“阿拉伯论坛”专家纳达姆·阿
卜杜拉说，中国是许多阿拉伯国家的重要合作
伙伴，阿中合作建立在双方政治、经济、文化等
方面的互信互助、互利共赢基础上。携手抗疫将
令双方关系基础更加牢固，人民友谊更加深厚。

团结合作 共创未来

阿里·优素福认为，中国-阿拉伯国家政
党对话会是阿拉伯国家政党与中国共产党交

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党际关系是阿中友好交
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通过与阿拉伯国家
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阿拉伯国家治理和发
展树立了榜样。

阿联酋扎耶德大学伊斯兰世界研究所前
所长纳赛尔·阿里夫说，中国-阿拉伯国家政
党对话会特别会议的召开非常重要，向推动
共建阿中命运共同体又迈出关键一步。当前
阿拉伯国家正面临各种挑战，共建阿中命运
共同体将为解决一些地区和国际问题带来新
方案，也将为阿拉伯国家和中国带来共赢。

叙利亚政治问题专家马希尔·伊赫桑说，
贺信强调中方愿同包括广大阿拉伯国家在内
的国际社会团结合作，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发
挥领导作用，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
同体。这彰显了中国的大国担当，是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

携手抗疫 共建新时代中阿命运共同体
——阿拉伯国家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致中国-阿拉伯国家政党对话会特别会议贺信

香港特区政府官员全力支持和配合涉港国安立法工作

外交部：

日方通过涉钓鱼岛所谓
“更名”议案非法、无效
坚决反对任何利用病毒溯源

问题搞污名化的言论
据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外交部发言

人赵立坚2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方通
过涉钓鱼岛所谓“更名”议案，是对中国领土
主权的严重挑衅，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已
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
中方维护领土主权的决心和意志坚定不移。”
赵立坚表示，日方通过所谓“更名”议案，是对
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挑衅，是非法的、无效
的，不能改变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事实，中方对
日方有关行径坚决反对。

据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针对美国领
导人将新冠肺炎疫情称为“功夫流感”一事，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22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
表示，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利用病毒溯源问题
搞污名化的言论。

据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22 日下午在人民
大会堂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主
持第二十二次中国－欧盟领导人
会晤。会晤通过视频方式举行。

李克强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对
欧关系，习近平主席将同你们举行
视频会见。建交45年来，中国同欧
盟的关系保持了合作主基调，增进
了双方人民的福祉，也为纷繁复杂
变化的世界注入了更多稳定性。中
方始终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希望
看到一个团结、繁荣的欧洲。双方
应当从长远的角度、从更广阔的视
野看待中欧关系，坚持中欧全面战
略伙伴定位，通过加强对话增进理
解，通过深化合作实现互惠共赢，
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
繁荣作出贡献。

李克强指出，中欧面对新冠肺
炎疫情带来的巨大冲击，双方应当
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维护
中欧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
世界经济复苏提供动力。争取年内
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达成一项
全面、平衡、高水平的投资协定。早
日签署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中国坚
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
扩大开放，致力于为各国企业创造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欧洲企业已经从中获益。希望欧方
同样保持贸易和投资市场开放，放宽对华出口限制，便利双
边高技术贸易。中欧在平等互惠和相互尊重基础上扩大双
向开放，可以更好实现互利共赢。

李克强表示，我们愿同欧方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等
问题上保持沟通，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
制，建设性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多边进程，不断充实中欧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继续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
抗击疫情合作中发挥领导作用，深化疫苗和药物研发等
合作，共同努力早日战胜疫情。

李
克
强
同
欧
理
会
主
席
、欧
委
会
主
席

共
同
主
持
中
欧
领
导
人
会
晤

深
化
务
实
合
作

实
现
互
利
共
赢

据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
《关于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

《意见》强调，要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支持出口产
品转内销，帮助外贸企业纾困，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畅通
运转，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坚
持市场化运作，鼓励外贸企业拓展销售渠道，促进国内
消费提质升级。要落实地方属地责任，因地制宜推动出
口产品转内销工作，重点帮扶本地区重要产业链供应链
外贸企业和中小微外贸企业。

《意见》提出三方面举措：一是支持出口产品进入
国内市场。加快转内销市场准入，简化出口转内销产品
认证程序，简化企业办税程序。促进“同线同标同质”
发展，扩大适用范围至一般消费品、工业品领域。加强
知识产权保障。二是多渠道支持转内销。搭建转内销平
台，鼓励外贸企业对接电商平台，引导主要步行街组织
开展出口产品转内销专题活动，组织大型商业企业开展
订单直采。发挥有效投资带动作用，重点结合各地新型
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和重大工程建设需要，组织对接
一批符合条件的出口产品转内销。精准对接消费需求，
引导外贸企业研发适销对路的内销产品，创建自有品
牌，充分利用新业态新模式，促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三是加强信贷保险和资金支持。提升转内销便利化水
平。做好融资服务和支持，鼓励各类金融机构提供金融
支持，开展应收账款、存货、订单等质押融资，依托大
型电商平台加强对中小微外贸企业直贷业务。加大保险
支持力度，支持保险公司提供多元化的保险服务。加强
资金支持，用足用好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

国办印发《意见》：

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