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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民主监督一直是基
层政协的工作短板，存在认识浅、机
制弱、工作虚的问题。近年来，东安
县政协秉成“忠实履职，奉献东安”
理念，结合基层实际，创新监督机
制、监督方法、监督内容，突出对全
县“重要单位、重点项目、重大工作”
开展民主监督，充分发挥协商民主
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

推动东安经济社会发展唱响了新时
代人民政协之声。

创新方式，突出靶向设计

东安县政协突出靶向聚焦，坚
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每年从全县
重要单位、重点项目、重大工作中遴
选聚焦 6 个靶点，开展委派民主监
督；突出方式创新，实现“三个转
变”，即创新监督形式，变有关单位
聘请监督为政协主动委派监督；创

新监督主体，变委员单独参与为委
员、专家、群众共同参与；创新监督
内容，变政协选题为县委、县政府点
题。突出制度设计，完善“三重”民
主监督制度设计，建立“三重”民主
监督联席会议制、民主监督反馈工
作制度等，政协民主监督的政治性、
组织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全面加强。

积极探索，突出监督联动

坚持问题导向，不断丰富监督形

式，积极探索监督的新途径。东安县
政协联合县纪委监委构建了同步发
力监督、同向调研考察、同声评议问
询、同心收集民意、同轨督促落实的
民主监督和专责监督“五同”联动协
作机制。促进柔性监督与纪检刚性
监督有效联合，让“三重”监督“实”起
来、“活”起来、“硬”起来。2017年，民
主监督小组提交的《整治龙溪河两岸
养殖场的监督意见书》，引起县委、县
政府高度重视。县委书记冯德校，县

委副书记、县长龙向洋多次督办调
度。县财政筹集退补资金4000余万
元，清退269家禁养区养殖场。2018
年，《关于加快县城学位建设的建议》
助力全县新增学位8295 个，消除大
班额290个，有力助推一号民生工程
的落实。2019 年，全县民营经济座
谈会后，形成会议纪要进行交办，县
政协民主监督与县纪委专责监督小
组跟踪监督，先后为企业解决实际问
题12个，有效提高了监督实效。《湘声

报》《永州日报》对东安县政协民主监
督和纪委监委专责联动协作监督机
制进行了刊登宣传。

注重实效，突出运用发展

东安县政协注重加强民主监督

员的专门学习与培训，提高民主监

督的意识、素养和能力。坚持受派

单位及民主监督员双向测评机制，

把测评结果“用”起来，牢牢把握民

主监督的运用发展。三年来，累计
召开各类座谈会30余次，发放调研

问卷 500 余份，开展监督调研考察
43 次，提出监督建议 56 条，助推解
决问题39个。 ·精彩湖南·

东安县“三重”民主监督助力经济发展

龚 伟 陈曼莉

在安化县马路镇云台山神仙岩景区，有
一个“红色驿站”。这是由中共湖南云台山
茶旅集团文化有限公司云景支部委员会于
今年10月1日开始建立的。“红色驿站”是由
云景支部的党员带领公司的部分积极群众
成立的志愿者平台，专门为来云台山景区游
览的游客服务。游客遇到了困难，找到“红
色驿站”的志愿者们，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中共湖南云台山茶旅集团文化有限公
司云景支部委员会成立于 2018 年 3 月，至
今支部共有党员 15 名，预备党员 2 名，设 4
名支委。“作为一个民营企业，我们的党组
织建设相对薄弱，在马路镇党委的带领下，
我们成立了支部，充分发挥堡垒作用，并通
过支部培养教育党员，更加提高我们公司

的服务质量，为公司进一步发展注入了正
能量。”云景支部成立后，党支部书记吴牧
肃干劲十足，不仅按照马路镇党委安排完
成了学习教育活动，还自主举行了不少支
部活动，通过学习交流促进党员提高，又通
过党员带动建立了志愿者队伍，提高了公
司的服务水平。

近年来，马路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党建
工作，不但不折不扣完成好各种“规定动
作”，还结合镇上私营企业多的实际情况，大
力加强非公党建，整个党建工作亮点纷呈。

强化组织建设、筑牢党性基础。镇党委
在每年年初就开始谋划全镇党建工作，详细
制订了党建工作年度计划，全体党委班子成
员分别包片联村，按月到村指导党建工作；
各支部以“积分管理”为主抓手，认真开展

“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党组织活动；党
员教育方面，在党员冬春训中，积极邀请县
纪委、县委组织部、县委党校老师给全体党
员上党课；目前云台山党建广场的规划设计
已完成。届时，该镇将建成全县唯一一个集
党性教育、爱国教育、国防教育为一体的党

员教育培训基地。
规范党员管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全镇自 2016 年起便开始要求党员佩戴党
徽，亮出身份、强化约束。各支部采用网格
化管理，给每个党员划岗定责，划定各自责
任区，分片包干，包括片区内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扫黑除恶宣传、矛盾纠纷调处、精准扶
贫落实等重点工作。在“刹人情歪风、树文
明新风”方面，由党员带头，办理婚丧喜事
时，不放鞭炮，不立拱门，形成婚事新办、丧
事简办，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新风尚。有的村

还建立了“党员微信群”、“组长村民微信
群”，实现了会议群里通知、生活提示群里发
布、法律政策群里宣传，网上网下融合互动
的发展模式。

强化非公党建、注重发挥实效。目前，
马路镇有 8 个独立的两新支部，1 个企业联
合支部，其中县级实效化示范点2个，市级实
效化示范点2个，目前云台山村与潺坪村正
在积极创建省级实效化示范点，力求通过示
范引领作用带动全镇党建+工作再上新台
阶。非公企业支部的党建引领作用在促生
产、促发展、促脱贫攻坚等方面都是成效显
著。两新支部党建实效化显著，特别是茶旅
集团云景支部党员在景区设立党员示范岗，
为游客免费提供茶水、雨伞、应急药品、引导
等服务，受到游客高度赞誉。

马路镇党建工作亮点纷呈

·精彩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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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债务人

娄底市恒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株洲新通铁路装备有限公司

郴州市诚泰矿业有限公司

耒阳市利源煤业有限公司

怀化市万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娄底市和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双北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衡阳银泓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公
司

耒阳市富弘能源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衡阳市金雷水泥建材有限公司

湖南朝阳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邵东县天隆打火机有限公司

邵东县银利珍珠棉有限公司

武冈大酒店有限公司

邵阳市景秀矿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湖南华源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沩山湘茗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娄底市坤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鑫旺珍珠棉有限公司

本金（元）

5,188,707.00

5,124,651.53

3,632,773.00

11,996,791.40

1,313,388.96

1,261,642.96

8,393,003.81

34,697,230.25

37,990,000.00

5,500,000.00

64,000,000.00

14,000,000.00

14,371,729.08

41,000,000.00

6,996,000.00

47,732,493.77

2,227,472.29

17,500,000.00

12,700,000.00

335,625,884.05

利息（元）

4,837,149.48

4,120,189.73

10,373,320.99

6,886,158.26

250,917.98

86,467.36

555,461.01

4,671,422.45

1,133,349.54

541,606.05

4,307,032.79

2,494,777.48

1,782,412.73

5,412,335.70

1,582,566.56

5,049,985.24

1,169,395.61

4,312,567.24

997,186.73

60,564,302.93

利息计算截止日

2019年2月21日

2019年2月21日

2019年2月21日

2019年2月21日

2016年1月21日

2016年1月21日

2016年1月21日

2018年8月21日

2018年8月21日

2018年8月21日

2018年8月21日

2018年8月21日

2018年8月21日

2018年8月21日

2018年8月21日

2018年8月21日

2018年8月21日

2017年5月31日

2017年5月31日

担保人

邹学文、曾启田、李玲兰

株洲八达铸业有限责任公司

何春阳、何春香、陈爱莉、陈北川、何宇清、肖莹、陈颖诗、
陈爱中、刘健民

耒阳市利源煤业有限公司、郑伟、郑策

周敏

刘惠希、王求珍、刘颖群、刘彦飞、曾魁伟、刘浩群、何琴

张丽生、易泽群、易子良、易世锋、祖丹

衡阳市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湖南省华信再生资源
有限公司、衡阳鸿鑫实业有限公司、衡阳鸿锦石油钻具有限
公司、雷霆、侯爱忠、衡阳鸿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庭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选芳、伍冬兰、陆锋锋、
资娜、耒阳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陈江毅、谷娅妮、周夏月、黄兴国、陈江南、周伟、衡阳市金
岭环保建材有限公司、陈爱国、袁梅、陈治才、李宝国、黄跃
林、衡阳市金雷水泥建材有限公司

衡阳市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湖南省朝阳重工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李映红、阳美兰、湖南朝阳机电股份有限公
司、衡南电机有限责任公司

谢志峰、谢志斌、杨灵艳、杨君芳、湖南省柔点工贸有限公司

赵碧、谢建华、赵艳云、李爱民、李红英

黎顺长、刘清娥、武冈大酒店有限公司

葛景江、刘玉梅

湖南国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郭运斌、唐丽伟、湖南银日实
业有限公司

姜胜标、刘素清、湖南沩山湘茗茶业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农
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湖南骏和集团有限公司、刘惠希、王求珍、刘浩群、何琴、
刘彦飞、曾魁伟、刘颖群、邓星燎、邵阳市和宏汽车贸易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邵阳市和祥汽车贸易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娄
底市和轩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邵阳市和庆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责任公司、娄底市和信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娄底市和
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李玉华、李爱勤、谢莉斌、李德群、李喜成、唐周英

资产情况

无

无

陈颖诗名下的位于郴州市飞虹路龙腾广场生活大师123、124、125的商铺，面积分别为92.55平方米、69.15平方米、
61.47平方米

耒阳市利源煤业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耒阳市哲桥镇元木村新杨组1幢的房产，面积合计为11414平方米

无

无

1、张丽生名下位于娄星区底星路明珠商业广场南5栋14幢102号，房产建筑面积为40.4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7.96平方米；张丽生名下位于娄星区底星路明珠商业广场南14幢205、206号商业房产，房产建筑面积为72.41平方
米，土地使用权面积14.26平方米。2、易泽群名下位于娄星区氐星路（娄底市机械电器制造厂0504）3幢102、103、104
商业房产，建筑面积均为57.98平方米；易泽群名下位于娄星区氐星路（娄底市机械电器制造厂）3幢201、202-204的
办公房产，建筑面积分别为71.2平方米、91.77平方米；易泽群名下位于娄星区氐星路0003幢101号商业房产，面积为
123.50平方米。易泽群名下位于娄星区氐星路23号3栋101、102、103、104、201、202、203、204号综合用地使用权抵
押，土地共计面积128.88平方米；3、易子良名下位于娄星区氐星路（娄底市机械电器制造厂0504）3幢105号商业房
产、3幢205号办公房产，房产建筑面积分别为57.98平方米、30.59平方米；易子良名下位于娄星区氐星路23号3栋
105号、205号综合用地使用权抵押，共计土地使用权面积为74.79平方米

衡阳鸿鑫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蒸湘区大栗新村18号101-1、101-2、102-1、102-2的办公房产，房产面积分别为
320.36平方米、429.76平方米、346.19平方米、283.52平方米

湖南省庭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耒阳市蔡子池街道办事处蔡池路与群英路交会处（凯旋帝景）3幢-1层-
0101、3幢-1层-0102号车库用房，建筑面积为1625.27平方米、2203.31平方米；3幢-2层-0201、3幢-2层-0202车
库用房，建筑面积为1168.82平方米、2557.21平方米；3幢1层0102营业房产，建筑面积613.09平方米；3幢2层0201
营业房产，建筑面积832.47平方米；3幢2层0202营业房产，建筑面积为1680.52平方米

衡阳市金雷水泥建材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衡阳市珠晖区东阳渡107国道1816公里处工业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面积
21560.5平方米

1、湖南朝阳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衡东县大浦镇炉铺村的土地使用权，面积21030平方米；2、湖南朝阳机电股份
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衡东县大浦镇工业园房屋10#、9#，面积1700.66平方米、3619平方米；3、湖南朝阳机电股份有限公
司名下位于衡东县大浦镇工业园1#展厅和2#厂房，面积956.92平方米、2603.99平方米；4、湖南朝阳机电股份有限公
司位于大浦镇工业园的工业房产，建筑面积6668.7平方米；5、湖南朝阳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衡东县大浦镇炉铺
村土地，13696.3平方米；6、衡南电机有限责任公司名下位于衡南县向阳镇水口村的房屋和土地使用权，建筑面积合计
14836.55平方米，土地43421平方米

1、谢志斌名下位于邵东县廉桥镇杨梅冲地段住宅用地土地使用权，面积为3178平方米；2、湖南省柔点工贸有限公司名
下位于邵东县廉桥镇坳峰村办公楼一栋4层，宿舍一栋4层，厂房9栋一层及相应土地使用权，建筑面积12567.78平方
米，土地面积16149平方米

李爱民、李红英名下位于邵东县开发区乾元路含负1楼共16层酒店，建筑面积7334.96平方米，土地面积360.30平方米

1、武冈大酒店有限公司名下位于竹城路（武冈大酒店宿舍楼）的8套房产及土地使用权，土地面积2243.2平方米，建筑
面积3161.56平方米；2、武冈大酒店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武强北路（武冈大酒店演艺厅）101、201的2套房产，建筑面积
1200.12平方米；3、武冈市武强北路（丰仁村竹城公路旁）土地使用权，土地面积2305.51平方米；4、武冈市武强北路房
屋及土地使用权，面积15416.05平方米

葛景江、刘玉梅名下位于邵东县火厂坪镇华中村1814线旁101的工厂厂房，建筑面积为1135.39平方米及位于邵东县
火厂坪镇华中村1814线旁101、201等2套综合房产，建筑面积为407.77平方米

湖南银日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赫山区桃花仑办事处龙洲路社区负1层、第2层、第3层、102号共4套商业房产，建筑
面积分别为2404.41平方米、2421.27平方米、2421.27平方米、1043.19平方米

湖南沩山湘茗茶业股份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宁乡市玉潭镇新康路（华都丽景）的6套136、137、138、157、158、159的商
业房产，房屋面积合计279.89平方米

无

1、李爱勤、谢莉斌名下位于邵东县大禾塘办事处百富东路101、201、301、401、501、601，房产面积为961.36平方米；2、
李爱勤名下位于邵东县开发区邵东大道1034号商业门面，面积为21.96平方米；3、李德群名下位于邵东县两市镇建龙
路 101-407，房产面积 411.36 平方米；4、李德群名下位于邵东县两市镇城东村王家庄 320 栋 101-402 房产面积为
167.75平方米；5、李玉华名下位于邵东县两市镇红岭路101-507号，房产面积641.68平方米

单位：元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国华融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收购的娄底市恒星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等 19 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

置，拟以公开竞价，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见下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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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

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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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购买或

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打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

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处置方式。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分期付款。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9年12月31

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2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录浙

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

zsamc.com，微信公众号：浙商资产-资产招商，查询或

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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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不对

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

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

整。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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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冯先生 联系电话：13676838766

联系地址：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442号新湖南大

厦2502室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汤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31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娄底市恒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等19户企业

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以上债权本息按上述表中每户的利息计算截止日为准。实际欠息（包括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