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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三维企业有限公司、湖南中拓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原于2020年5月15日在《湖南日报》刊登的公司吸
收合并公告，现就以下事项补充公告如下：

湖南省三维企业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湖南中拓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后，湖南省三维企业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不
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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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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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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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经桃源县政府采购主管部门审核，桃源县 2020年度城

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设计及预算编制服务已批准实施
采用公开招标，采购人为桃源县自然资源局，预算金额
5488900.00 元，现予以公告。具体详情请关注中国湖南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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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源县自然资源局
2020年6月30日

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经桃源县政府采购主管部门审核，桃源县 2020年度城

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勘测服务已批准实施采用公开招
标，采购人为桃源县自然资源局，预算金额 5488900.00元，
现予以公告。具体详情请关注中国湖南常德市政府采购网

（Http://changd.ccgp-hunan.gov.cn）或常德市公共资源交
易网（http://ggzy.changde.gov.cn）。

桃源县自然资源局
2020年6月30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以下
简称“我分公司”）拟对长沙新泓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湖
南省高富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2 户债权资产进行公开竞
价，我分公司已于2020 年6 月24 日在华融中关村不良资
产交易中心网站（https://www.chamcfae.com/）发布了公
开竞价公告，在公告期内只有一名投资人有意向参与竞价
并缴纳了竞价保证金。现我分公司按规定补登公开竞价公
告，若本公告期间无其他投资人有明确竞价意愿并按我分
公司规定缴纳竞价保证金的，我分公司拟将以现有意向投
资人的最终报价（该报价应符合公开竞价要求）转让上述债
权给现有意向投资人。

一、公开竞价的时间
公开竞价的时间具体以华融中关村不良资产交易中心

网站（https://www.chamcfae.com/）公布为准。
二、竞价标的基本情况（见下表）
三、交易条件
要求竞买人信誉良好，有付款能力且交易资金来源合

法，能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四、对交易对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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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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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竞价手续的办理
有意参与竞价者请于公告期限截止日16:00时前，了

解拟转让债权的基本情况，并交纳竞价保证金1860万元到
指定账户，并通过华融中关村不良资产交易中心交易系统
提出受让登记申请。竞价保证金以到账为准。

六、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7个工作日止。对本次公告内容

有异议的，请于公告到期日前至少2日前提出，我分公司受
理资产处置书面形式的征询、异议、举报。

本公告仅具有要约邀请的效力。我分公司有权自行撤
销本次公开竞价或按照实际情况调整本次公开竞价时间。

七、联系方式
联 系 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731-84845037
联系地址：长沙市五一大道976号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2020年6月30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资产处置暨公开竞价公告

公告清单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基准日的债权本金、利息（孳息），基准日后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重组宽限补偿金、违约金、相关费
用等按照相关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上述债权及其项下权利义务一并转让。

2、若债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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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
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本公告清单列示的金额由于计算方法等原因与实际金额可能存在误差，具体以相关合同协议及有效法律文书计算为准。

序
号

1

2

债务人

长沙新泓信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湖南省高富进
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

本金（元）

98,000,000.00

20,764,924.47

利息（元）

42,320,785.85

18,646,702.74

利息计算
截至日

2020.4.20

2020.4.20

担保情况

抵押物：债务人名下位于宁乡县（现宁乡市）夏铎铺镇金洲大道
299号的三宗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合计112187.6平方米，使用
权性质住宅用地。保证人：赵泉清、谢慕。

抵押物：长沙新泓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长沙市宁乡
金洲新区金洲大道299号的一宗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30803.9
平方米，使用权性质住宅用地。保证人：郴州嘉泰园林工程有限
公司、赵素琪、湖南省锦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赵泉清、谢慕。

今年以来，中石化株洲石油分公司
加强与地方政府部门沟通交流，推动地
方政府加大“打非治违”力度，在多个县
区开展成品油市场整顿专项行动，净化
公平竞争环境，助力“百日攻坚创效”。
截至6月底，株洲地区共查处非法流动
加油车3台，查封非法自建罐13个，收
缴非法油品40多吨。

打击自建加油罐。接到有自建加
油罐的群众举报后，该公司立即对举报
所指的天元区群丰镇一栋私房进行查
实。并将情况报告给天元区商务局和
应急管理局等部门。次日，天元区多部
门组成的联合执法小组调来挖机等设
备，将该窝点的 3 个油罐、油枪等设施

彻底拆除，相关责任人也被拘留。
封锁“工地加油点”。该公司人员

在走访时发现一工地上多台挖机排在
一台简易加油机旁加油，储油罐体裸露
地面上，罐体与加油机链接的管线随意
摆放，还有数个加油桶任意堆砌，场内
人员随意走动，抽烟聊天，存在极大安
全隐患。该公司立即向当地商粮局、工
商局、公安局等部门汇报，各相关部门
当日便集合人员赶往该工地开展执法
行动，现场查封简易加油机、储油罐、账
本，拘留现场人员。

查处“移动加油车”。6月初，有群众
反映在醴潭高速施救站内有非法改装的
面包车对外加注油品。该公司立刻安排

人员和相关执法部门对接，协同查处。
在现场，执法人员发现一辆面包车正在
对外销售油品。执法人员立刻对车辆进
行了检查，发现车内部座椅全部被拆除，
安装有输油管、储油箱、加油枪等设备，
加油枪上还配有计量器，但加油现场无
任何消防器具，车座上甚至还放有打火
机。据该车主交代，自己私自改装车辆
从事成品油销售生意。执法人员扣押了
该车，并对油品的来源展开进一步追查。

中石化株洲石油分公司提醒广大消
费者：自觉抵制“自流黑”现象，主动维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尤其是非法经营点油
品质量、数量存在“短斤少两，产品伪
劣”现象，容易导致车辆受损。（陈鸿如）

中石化株洲分公司：“打非治违”助力百日攻坚

经常德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城投·尚德郡项目—
一期总承包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人为常德市天富实业
有限公司柳叶分公司，投资额约 41603.78 万元，现予以公
告。详情请关注湖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 （www.bidding.hu-
nan.gov.cn） 及 常 德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网 （https://jyyw.
changde.gov.cn/）。

常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2020年6月28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人民至上 计利天下
——中国共产党99周年华诞的世界印象

1921 年，在嘉兴南湖的红船上，中
国共产党诞生，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
新。99年来，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以人
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也展现出计利天下的国际胸怀。

2020年是中国共产党99周年华诞，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
官之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众志成城，克服挑战，坚定向宏伟目标奋
进，并在世界舞台上贡献中国智慧、中国
方案和中国力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体现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人民至上
克服挑战谋求幸福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坚守
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
党成立99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为人民谋
幸福的历史——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
动（法塔赫）中央委员、阿拉伯关系和中
国事务部部长阿巴斯·扎基如是说。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不懈奋斗，让
人民过上好日子。伊拉克共产党总书
记、前科技部长拉伊德·法赫米这样评
论：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
念、性质宗旨和初心使命。

时光进入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
情带来严峻挑战。世界看到，中国共产党带
领中国人民筑起抗疫钢铁长城，谱写了人
民至上、紧紧依靠人民的战“疫”篇章。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老挝人民革
命党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京培·蒙昂维莱表
达了他的观感：“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
血脉在人民，经过新冠疫情淬炼，中国共
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的本色进一步彰显。”

这场战“疫”是党和国家推进治理能
力建设的生动实践。中国行动，世界瞩目。

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古纳塞克拉认
为，中国领导人果断动用一切资源和手段，
有效控制了疫情蔓延，我们对中国共产党
为人类事业做出的贡献深表赞赏和钦佩。

东帝汶重建全国大会党主席夏纳
纳和总书记黎发芳联名致函表示，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这场抗疫行动成为将
人民福祉置于最优先位置的生动写照。

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之际，中
国将打赢脱贫攻坚战，为全球减贫事业
做出重大贡献……中国的成功经验告诉
我们，依靠正确决策和坚决执行，非洲国
家也可以摆脱贫困——肯尼亚执政党朱
比利党总书记拉斐尔·图朱这样评论。

中国共产党迎来99周年华诞，这也
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
规划收官之年。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的
庄严承诺。

对此，扎基表示，尽管新冠疫情为中
国实现脱贫目标带来新挑战，但中国依然
坚持这一目标。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后，中国将提前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世界上没有哪一
个国家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帮助这么多人
脱贫，这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

“当今中国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
的智慧和领导发挥了重要作用。”埃及共产
党总书记萨拉赫·阿兹利说，中国共产党以
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制定适合
中国国情的发展计划，让中国从一个贫穷
落后的国家变成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阿兹利表示，中国的减贫成就证
明，中国共产党时刻努力为人民服务。

“中国共产党帮助他们实现梦想，是他
们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原因。”

和合共生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
斗的政党……中国始终把自身发展寓

于世界发展潮流之中，秉持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肩负大国担当——这是古巴
国际政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何塞·罗
瓦伊纳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刻印象。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在全球公共
卫生危机、经济严重衰退等挑战面前，
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国
际社会携手抗疫、共克时艰，促进世界
经济稳定，推进全球治理，维护以联合
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
础的国际秩序，展现负责任大国的担
当，为世界带来信心和力量。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
席久加诺夫表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
党的带领下取得抗疫斗争的重要成果，
中国还积极帮助其他国家抗击疫情，以
实际行动印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多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
率超过30%，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
重要引擎，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为解决人
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对此，阿兹利评论说：中国共产党
不仅为中国人民服务，还通过“一带一
路”倡议，为全球发展贡献智慧，中国开
展的国际合作是和平、互利的。图朱表
示，中国作为多边主义的坚定捍卫者，
正用行动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自2021年1
月1日起施行。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产品质
量监管工作。化妆品是满足人们对美
的需求的消费品，直接作用于人体，其
质量关系人民群众健康。近年来，我国
化妆品产业迅速发展，市场规模逐年
增长，在促进经济发展、推动消费升级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出现了
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有必要对 1989
年制定的《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进行
全面修改，制定新的《化妆品监督管理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共6
章80条，从四个方面对化妆品生产经
营活动及其监督管理予以规范。

一是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要
求。完善了化妆品和化妆品原料的分
类管理制度，简化了注册、备案流程，

鼓励和支持化妆品研究创新，优化企
业创新制度环境。

二是严守质量安全底线。明确了化
妆品注册人、备案人的主体责任，加强
了生产经营全过程管理和上市后质量
安全管控，确立了化妆品和化妆品原料
的安全再评估制度以及问题化妆品召
回制度，进一步保障化妆品质量安全。

三是完善监管措施。建立化妆品
风险监测和评价制度，规范执法措施
和程序，增加责任约谈、紧急控制、举
报奖励、失信联合惩戒等监管措施，
提高监管的科学性、有效性、规范性。

四是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
度。综合运用没收、罚款、责令停产停
业、吊销许可证件、市场和行业禁入
等处罚措施打击违法行为，对严重违
法单位的有关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
款，将严重违法者逐出市场，为守法
者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

新华社北京6月 29日电 就美方
日前宣布对中方有关涉港官员等实施
签证限制，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29 日
说，针对美方错误行径，中方决定对在
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方人员实施

签证限制。
赵立坚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说，香

港国家安全立法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任何外国对此无权干涉。中国政府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

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
定不移，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
务的决心坚定不移。美方通过所谓制
裁阻挠中方推进香港国家安全立法的
图谋绝不会得逞。

中方决定对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方人员实施签证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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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外任意球

蔡矜宜

0 比 1，尽管武磊拼尽全力，甚至跑出
30.8km/h的“车速”，仍“救不了”西班牙人队。

北京时间29日凌晨，西班牙人队主场1球
小负于领头羊皇家马德里后，落后倒数第四名
整整10分，联赛仅剩6轮，球队保级已成为“理
论可能”。赛后，关于当下“中国最好球员”武磊
的去留问题，又一次引起热议。

输给皇马并不意外，出乎球迷预料的是，
首发登场的武磊在这场比赛中屡屡造险，表现
神勇。赛后，《每日体育报》给武球王打出了 6
分，仅次于门将迭戈·洛佩斯。

作为“全村的希望”，武磊自开启留洋征
程，他在场上的每一脚传射、场下的一举一动，
都牵动着中国球迷的心。这不，本场过后又有
一大波“热心球迷”操碎了心，表示“武球王是
时候考虑自己的未来了”。曾效力曼联的前国脚

鞋合不合适，脚知道
董方卓就在社交平台直言：“现在的西班牙人
队已经不适合武磊，去英国踢球会更好。”

其实，武磊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早已表
示，如若西班牙人队真的不幸降级的话，自己
愿意同球队“共患难”，踢西乙。

虽然这种“义薄云天”十分感人，但相信在
万千中国球迷看来，这位中国足球留洋的“独
苗”，值得一个五大联赛球队的首发。

今年29岁的武磊，仍处于职业生涯的巅峰
期。关于自己的未来，是接过英超、德甲等俱乐
部的橄榄枝，还是坚守鹦鹉军团来年冲甲？

相信真正成熟的球员，不会拿自己的职
业生涯“意气用事”。笔者认为，此时外界太多

“出谋划策”的声音或许只会适得其反，也给
武磊制造额外的压力。毕竟，鞋合不合适，只
有脚知道。

中央就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立法工作
广泛征求香港各界意见

据新华社香港6月29日电 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正在审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
国家安全法（草案）》。中央高度重视香港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立法工作，近
一段时间，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听取香港
社会各界人士意见，确保科学立法、民主
立法、依法立法，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立
法打下坚实的民意基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
理、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韩正 6
月3日下午在中南海会见了香港特别行
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有关主要官
员，认真听取了特区政府对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立法问题的意见。

林郑月娥随后表示，国家立法有其
规矩，相关工作会按全国性法律确定的
机制开展。她呼吁香港社会各界人士通
过各种方式向特区政府、中央人民政府
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反映意
见，特区政府也将及时向中央政府反映

意见。
除了听取香港特区政府的意见，中

央有关部门还通过多种形式听取香港社
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包括特区政府其他
官员、香港有关法律专家、港区全国人大
代表和各级政协委员等。

6月21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深圳会见了香港特
别行政区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听取了他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
护国家安全法（草案）》的意见。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是香港社会的代表人士，肩负着维护法
治、反映民意的责任。十三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5月28日以高票表决通过《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
制的决定》后不久，香港中联办就向各位
代表和委员征集书面意见。截至 6 月 6
日中午，香港中联办已收到36位港区全
国人大代表和165位港区全国政协委员

的201份意见书。
6月6日下午，香港中联办又召开座谈

会，就涉港国安立法工作听取意见，21位港
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
后，香港中联办把各位代表和委员提出的
意见建议以及收到的所有书面意见，一并
转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

6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会同国务院港澳办、香港中联
办，在香港举办了12场座谈会，听取香
港社会各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的意
见。来自香港政界、法律、工商等界别以
及社会团体、地区团体的120名代表人
士参加座谈会并坦诚表达了意见。与会
人士一致表示支持香港国安法，认为制
定该法将堵塞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维护国
家安全方面的法律漏洞和执行制度的缺
失，有利于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确保

“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与会人士普遍希
望该法尽快颁布实施。

坚决防止因疫情造成新的辍学
教育部：

据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记者
29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等十部门
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控
辍保学工作 健全义务教育有保障长
效机制的若干意见》强调，要确保除

身体原因不具备学习条件外，贫困家
庭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不失
学辍学，确保 2020 年全国九年义务
教育巩固率达到95%。坚决防止因疫
情造成新的辍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