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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道县大坪铺农场，瓜农在装运“黑美人”西瓜。最近，该农场的“黑美人”西瓜成熟，农民抓紧采摘供应市场。西
瓜产业已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 蒋克青 蒋薇萍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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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
南省分公司受北京长城民星城镇化建设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委托，拟对该基金持
有 的 湘 潭 昭 祥 置 业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7459.8625万元的债权本金、欠付利息、罚
息、复利、违约金以及抵债资产等进行整
体处置，项目担保的方式为抵押和保证。

债权、抵债资产情况
债权：该项目债权本金 7459.8625 万

元，债务企业以“昭祥新城”项目在建工程
住宅 957 套（面积 113927.78 平方米）、在
建工程地下车位（面积约 24729.66 平方
米，未实际划分，约合车位 662 个）（以上
面积均以房产部门登记为准）提供抵押担
保。保证人为湘潭昭祥置业投资有限公
司股东周鑫钱夫妇、冯俊夫妇。

抵债资产：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4 月 12 日作出(2015)潭中执字第
278-4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将湘潭昭祥
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名下“昭祥新城”合计
34 处商铺（面积 3874.03 平方米，其中一

层2714.34平方米，二层1159.69平方米）
及对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交付北京长城
民星城镇化建设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抵偿
部分债务。

欲了解抵押及保证人详细信息请登
录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资产转让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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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
公告发布日期：2020年7月10日，公告

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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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举报。

关于该债权的处置信息以本公告为准。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

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梁先生
联系电话：0731-84456442
联系人：欧阳先生
联系电话：0731-84414769
传真：+86（0731）84495593
通讯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湘府西路鑫

远国际大厦B座703 邮政编码：410000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宋先生
联系电话：0731-84451992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分公司
2020年7月10日

湘潭昭祥置业投资有限公司项目处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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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9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梁
军 苏扬）吃进垃圾，吐出“宝贝”……7月7日上午，
记者在湘阴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见到这样一幕。

“生活垃圾发酵后，‘干垃圾’送入焚烧炉燃烧，热能
转化为电能，环保排放达到欧盟标准。”光大现代环
保能源（湘阴）有限公司负责人郑杰敏介绍，该项目
日焚烧处理垃圾600余吨。

湘阴县正通过加强环境治理留住绿水青山，县
域生态越变越美，发展模式越变越“绿”，产业质量越
变越“优”。

湘阴县域总面积1581.5平方公里，其中水域超
100万亩，湖洲湿地94万亩，林地30万亩，生态保护红
线管控区占20%，有横岭湖省级自然保护区、洋沙湖-
东湖国家湿地公园、鹅形山省级森林公园3个自然保
护地，是湖南生态保护“一脉”“一肾”重要组成部分。

湘阴县坚持生态立县战略，开展清除非法排污、
非法采砂、非法码头、非法构筑物、非法养殖及农业
污染、非法捕捞捕猎、河湖垃圾、有害生物、水源污

染、沟渠淤泥杂物等“十大清湖行动”，打响蓝天、碧
水和净土保卫战。近3年，县级共投入洞庭湖和湘江
水质提升等环保资金逾15亿元，占公共财政总支出
9%；开展环保联合执法300余次，整改落实中央、省
及岳阳市交办问题50余个。

同时，湘阴县加快构建现代绿色产业体系，培育
壮大绿色建筑建材、绿色装备制造、绿色食品和生态
旅游 4 大主导产业。全面实施工业发展 5 年行动计
划，设立5000万元工业发展基金和科技创新基金，
推动新能源汽车、钢结构装配式建筑、渔制品3条新
兴优势产业链集聚集群发展。拒绝不符合环保要求
的招商项目50多个。

看山望水守乡愁。湘阴先后成功创建国家卫生
县城、省级文明县城和省级园林县城，获评全国污染
源普查先进县与省湘江流域水污染综合治理先进
县、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等。远大可建、金为型材、地
生智能车库等一批绿色高新企业和碧桂园、恒大等
知名房企纷纷进驻湘阴。

3年县级投入环保资金逾15亿元

美了生态 优了产业
湖南日报 7月 9日讯（记

者 郑丹枚 肖霄 通讯员 王
昆 何亚东）“大娘，你家房子现
在还漏水吗？”“不漏了，这几天
下大雨都没有问题。”7月7日，
隆回县纪委监委扶贫领域问题
整改督导组在荷香桥镇毛坪村
走访，实地了解贫困村民刘头
莲家房屋维修情况。

刘头莲家房子经鉴定为 B
级危房，没有安全隐患，但存在
屋顶漏水问题。去年，县里打算
对她家房子进行维修，但刘头
莲不愿给政府添麻烦，打算脱
贫后自己修新房。今年，镇里和
县住建局将刘头莲家房子漏水
问题列入扶贫领域问题整改监
督清单，在镇纪委全程监督下，
房子维修很快完成。

今年来，隆回县纪委监委聚
焦脱贫攻坚，把更多力量和资源
向基层下沉，靠前监督，精准监
督。年初，结合疫情防控，组织开
展“带着板凳进村”走访活动，将
县纪委监委机关、25个乡镇（街
道）纪委、14个派驻纪检监察组
人员进行整合，对去年以来各级
考核验收、“一季一专题”专项治
理、省纪委常态化联点督查反馈
的问题，分6大片区交叉开展“回
头看”“回头查”。5月份以来，包
括县纪委班子成员在内的 245
名纪检监察干部分别走进全县
147 个贫困村，自带铺盖，按照

“一人一村、四不两直、吃住在
村、至少两天两晚”要求，入村蹲
点督查，走访群众2170人次，召
开座谈会156次，与群众面对面
沟通，倾听诉求，督促和帮助解
决实际困难。

对发现的扶贫领域问题，隆
回县纪委监委实行清单式监督，
组织近百名干部分成 8 个督导
组，就今年以来扶贫领域问题整
改情况入村蹲点督查，并运用

“智慧纪检”平台进行动态管理，
每个具体问题到户到人整改。目
前，该县扶贫领域4大类37个方

面的问题已整改销号25个，到户到人的具体问题
整改完成率达99.8%。上半年，全县追缴扶贫领域
资金292.31万元，退还群众资金141.84万元。

湖南日报7月9日讯（通讯员 徐钢 记者 杨玉
菡）“我们改变以前播种苦草种和芽孢的做法，在大
湖试种鲜苦草，提高苦草成活率和生长速度，推动大
湖水质进一步净化。”7月8日下午，益阳市大通湖生
态水产有限公司大湖水草种植负责人史少文带领
10多名员工，在大通湖入湖口试种鲜苦草。

总面积达 12.4 万亩的大通湖，素有“三湘第一
湖”之称。但因前些年高密度养殖、高强度投肥投饵、
过度捕捞底栖动物，加上农业面源污染、水体交换艰
难等原因，湖水污染问题凸显。2015年10月，经环
保部门监测，大湖水质恶化为地表水（湖泊）劣V类。

为了还大通湖一湖碧水，益阳市与大通湖区围
绕“退养、截污、疏浚、增绿、活水”，在大通湖流域打
响垃圾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大型养殖退出和生
态修复等 7 大攻坚战。目前，大通湖水质已连续 21
个月退出劣Ⅴ类。今年上半年，水质均值为Ⅳ类。

实施水生植被恢复工程，是大湖治理重头戏。
2017年前，大通湖底栖动物及水草基本丧失，成了

“水下荒漠”，生态系统破坏导致大湖自净能力削弱。
2017年起，大通湖区依托武汉大学于丹教授技术团
队，推进大湖生态修复，从中央深水区向岸线依次构
建“沉水-浮叶-挺水植被带”，发挥水生植物生态修
复和功能调解作用。

目前，大通湖水草种植面积累计超10万亩，“水
下荒漠”变为“水下森林”。碎花狐尾藻、轮叶黑藻、粉
绿狐尾藻等多种水草在这里安家落户，红莲、睡莲、
荇菜等挺水植物袅袅婷婷，鱼类增多、鸟类回归，大
湖生物多样性显现，自净能力逐步增强。2018 年、
2019年，经取样检测，大通湖底泥总磷平均含量均
比上年明显下降。

水草种植面积累计超10万亩

“水下荒漠”蝶变“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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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9日讯（记者 郑旋）
在长沙市岳麓区金星路与枫林路交会处
西南路口，一块应指向南边的路牌位移
指向了西边。今天上午，湖南智成交通科
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来到这里，将路牌
指向矫正，还为路牌立杆刷上新油漆。

当前，长沙正全面开展城市管理整
改提质行动，其中一项内容是整治提质

“五纵五横”道路名牌。实施单位湖南智
成交通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整治提质主要从4 个方面着手，包括对
名牌立杆锈蚀进行油漆翻新、对老化的
牌面进行更换、对路名牌松动和指向错
误进行加固与调整、对路口缺失的路名

牌进行增补。
记者从长沙市城管执法局了解到，

“五纵五横”道路名牌整治提质为期半个
月，实施范围包括五一路（长沙火车站至
橘子洲大桥）、八一路（长岛路至迎宾
路）、韭菜园路（八一路至五一路）、芙蓉
南路（湘府路至城南路）、三一大道-岳
麓大道（星沙收费站至西二环）、金星路

（枫林路至西二环）（杜鹃路至西二环）、
营盘路（迎宾路至湘江大道）、花侯路（湘
府路至长沙大道）、麓谷大道（岳麓大道
至枫林路）。预计将油漆立杆90处、更新
牌面 68 处、填补牌面缺失 3 处，新增路
名牌55处。

湖南日报记者 成俊峰
通讯员 钱辉

添水、和面、揉捏造
型……7月9日，常宁市
水口山镇松渔社区村民
刘春生起了个大早，他
套着白大褂，有些不太
熟练地摆弄着面粉。

“早两天才去上中
式面点课，还有些生疏。
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想着多加练习，到时
候开家小面点店谋生。”
体格硬朗、面色黝黑的
刘春生告诉记者。

今年59岁的刘春生
世代居住在湘江边，有
着30多年渔龄。他告诉
记者，常宁地处湘江上
游，水域辽阔，渔业资源
丰富，捕鱼也就成了众
多江边百姓赖以生存的
路子。

去年，按照省委、省
政府关于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退
捕有关工作要求，常宁市全面实施
禁捕退捕。

“开始我们都不理解，世代捕
鱼、靠江吃江，怎么现在说禁就
禁，那我们怎么生存？”刘春生说，
退捕上岸之后如何谋生，是他们
当时最关心的事。

得知刘春生等老渔民的担
忧，常宁市农业农村局相关工作
人员主动上门做思想工作，向渔
民们分析过度捕捞带来的危害。

当地人社部门则根据渔民们
的意愿，免费开设中式面点、家
政、电商等 12 种技能培训课程，
帮助大家转行。“课程均由专业老
师授课，通过知识讲授、实践操
作，让大家了解相关政策法规，熟
练掌握就业、创业技能。考核成绩
合格者，还能取得相应专业的技
能证书。”常宁市人社局就业服务
中心主任李金娇说。

为帮助退捕渔民真正走上
岸、立住脚、谋发展，常宁市还结
合实际，制定奖补资金、社会保
障、转产转业和就业援助等相关
保障制度，全方位、多渠道保障退
捕渔民的生产生活。

最终，刘春生等人主动上缴
了自家的渔船，收起用了几十年的
渔网。“守着湘江几十年，也希望她
长流长清。就让她休养生息吧，我
们也将开始新的生活。”刘春生说。

湖南日报7月 9日讯（记者 黄柳
英 通讯员 王辉）7月9日上午，永州蔬
菜直供香港试点启动仪式在江华瑶族自
治县举行，这标志着长沙与深圳两地海
关在全国海关系统率先建立的供港蔬菜
检验检疫监管合作试点正式启动，永州
成为目前全国除广东以外唯一通过陆路
为香港直供蔬菜的试点城市。

近年来，永州市委、市政府将发展蔬
菜产业作为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湘
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重大战略

举措之一。今年头5个月，该市出口蔬菜
14.8万吨，同比增长83.9%，占同期全省
蔬菜出口总量94.7%；货值11.7亿元，占
同期全市进出口总值16.2%。蔬菜产业成
为永州外贸出口一大特色和优势产业。

永州蔬菜直供香港试点启动后，海
关部门将切实履行把关服务职责，加强
对蔬菜种植基地和蔬菜加工企业的日常
管理，健全落实海关产地检验的质量管
控机制，推动永州蔬菜产业走科学化、规
范化、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之路。

永州蔬菜直供香港试点启动
为目前全国除广东外唯一陆上通道试点城市

湖南日报7月9日讯（通讯员 张胜
君）“自从有了政策卡、宣传册和手机里
的监督平台这‘三大法宝’，国家政策实
施的内容、补助怎么发放、发现问题怎么
反映，全明白了。”近日，津市市药山镇和
平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吴某对入户走访的
市纪委监委干部说道。

吴某所说的“三大法宝”，是指扶贫
政策卡、监督举报宣传册、“互联网+监
督”平台。今年以来，津市市纪委监委持
续巩固拓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一季一专题”专项治理成效，通过“一卡
一册一平台”全方位发力，支持群众监
督，拉近与群众距离。

扶贫政策卡涵盖了教育、健康、社
保、就业等方面的国家扶贫政策，对补助

资金的标准、程序等进行详细解读，通过
一对一发放，全市1809户贫困户做到了

“人手一卡”。监督举报宣传册则印制了
专项治理受理群众监督的举报电话、举
报网址和来信来访地址，全市 76 个村

（社区）以及学校、医院、广场等人流密集
区已发放1万余份。

“互联网+监督”平台作为精准发现
问题的“眼睛”，不仅能对扶贫领域和民
生资金使用情况开展大数据比对，主动
发现疑似问题，而且群众也可随时随地
进行查询监督。今年以来，津市市利用该
平台对各类民生资金进行数据比对 60
余次，共发现188条疑似问题线索，并一
一核对，在运用科技手段护航民生上取
得良好效果。

津市：“三大法宝”让贫困群众心里敞亮

湖南日报7月9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黄祥湖 刘
宗阳）“拿到退回的伙食费，很开心！”安仁县清溪中心小学学
生家长谢某，在拿到学校退回的430元伙食费时说。7月6日，
安仁县纪委监委在清溪中心小学开展“纪委喊你来领钱”现场
清退活动，将该校近几年来虚报套取的伙食费32万余元集中
清退给学生或其家长。

近年来，安仁县纪委监委紧盯教育扶贫领域问题，加强贫
困学生助学、“雨露计划”、义务教育学生营养餐、薄弱学校改
造、教辅资料征订等方面的监督检查，累计发现教育扶贫领域
问题线索93条，查处问题15个，处理20人，处分13人，督促
县教育局补发了1103名贫困学生“雨露计划”项目资金122.5
万元，进一步筑牢了廉洁校园“防火墙”。

安仁清退学生伙食费32万余元

苗寨茶飘香
7月8日，通道侗族自治县独坡镇孟冲村，茶商在收购茶叶。该村是湘桂交界深

山里的一个苗族小村寨，全村187户，家家户户种植有茶叶，一年中有近7个月的采
摘期，茶叶由茶商上门收购。在正常行情下，采茶能手一天收入可达200至300元。

李尚引 吴东泽 摄影报道

长沙整治提质“五纵五横”道路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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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 回 湘 阴

湖南日报7月9日讯(记者 赵志高 通
讯员 谭红梅)近日，记者从怀化市有关部
门获悉，全省“最佳农村交通安全宣传作
品”评选结果日前出炉，怀化市选送的《“老
乡，上课啦!”》《精神小伙阿强要去见丈母娘
啦!结果如何》《儿行千里母担忧，家人盼你
平安归》等3件作品，包揽一等奖。

据介绍，为进一步增强农村交通安
全意识，4 月 10 日至 5 月 20 日，省交通
问题顽瘴痼疾整治办开展“向交通问题
顽瘴痼疾说不”系列活动之“最佳农村交
通安全宣传作品”评比活动，共收到来自
全省各地各界的作品234件，其中图片

151件、视频83件。经初审、复审和评审
团现场从作品的主题、内容、创意等要素
进行评比打分，共评出一等奖3件、二等
奖6件、三等奖10件。

怀化市选送的交警说唱、情景剧、少
数民族琵琶弹唱等视频作品富有创意，
巧妙将交通安全宣传融入地方特色。常
德市石门县、临澧县报送了一批学生彩
色板报作品，积极带动当地农村学校学
生、家长参与交通安全宣传。长沙、株洲、
湘潭选送的方言情景短剧、警花说交通
等视频制作精良、诙谐幽默，很好地体现
了交通安全宣传寓教于乐的主题。

“最佳农村交通安全宣传作品”
评比结果出炉

怀化选送的3件作品包揽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