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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与长沙仁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以下

简称“转让方”)与长沙仁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让
方”)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合同编号：COAMC湘-2019-A-
13-001号），转让方已将其对长沙恒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项
目所享有的全部债权（截至2019年10月30日，债权本金15,
670,314.75 元 ，利 息 15,683,195.67 元 ，案 件 受 理 费 116,
484.00元，诉讼保全费用5,000.00元，律师费400,000.00元，
包括相应的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了受让方。

长沙仁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受让方，要求
有关债务人、担保人、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及其他义务
人，自本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长沙仁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履行
上述债权所涉及的全部义务。

受让方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长沙市雨花区万芙北路439号湘府名邸5栋

203房
电话：18673586533 联系人：陈先生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长沙仁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020年1月9日

经石门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石门县经济开发区
五期标准化厂房员工宿舍楼项目总承包项目已具备公开招
标条件，招标人为石门县宝峰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投资
额约 14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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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门县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2020年1月8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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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
融许可证》。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秀峰支行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

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
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编码：B0004S24301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673843
批准成立日期：1999年5月11日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芙蓉北路619号德峰小区酒店式

公寓111、112号
发证日期：2020年1月6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为增强资产处置透明度，接受社会公众监督，经省财政厅
审查，报省人民政府批准，现将桃江县人民法院处置部分国有
资产有关事项公示如下：

一、资产情况：处置资产位于桃花江镇原桃谷山区公所院
内，包括建筑面积414平方米，土地面积330.49平方米。固定
资产账面原值8万元。

二、处置方式：该地块被划入《桃江县城东片区棚改选址
及规划条件方案》，根据桃江县棚户区改造项目指挥部东区指
挥部《关于请求支持棚改项目征拆的函》，由桃江县人民政府
征收。

三、收入管理：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和
规范省直行政事业单位国在土地资产有偿使用和处置管理工
作的通知》（湘政办公[2013]74号）等文件规定，资产处置收入
按照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有关规定上缴国库。

凡对上述资产处置事项有异议者，请在公示之日起5个工
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桃江县人民法院反映。

联系地址：湖南省桃江县桃花江镇桃花江大道
联系电话：0737-8203972
特此公示

桃江县人民法院
2020年1月9日

关于国有资产处置有关事项的公示
为增强资产处置透明度，接受社会公众监督，经省财政厅

审核，报省人民政府批准，现将省政府办公厅部分国有资产处
置有关事项公示如下：

一、资产情况：处置资产坐落于芙蓉区桐荫里48号（现20
号），包括住宅、商业、办公等房产的建筑面积 2060.45 平方
米、土地面积4315.55平方米及附属设施和临时建筑。

二、处置方式：该地块已纳入长沙市重点工程芙蓉区黄土
塘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范围，根据芙蓉区人民政府《黄土塘地
块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范围公告》（芙政征字[2015]第1-
1号），由芙蓉区人民政府征收。

三、收入管理：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和
规范省直行政事业单位国有土地资产有偿使用和处置管理工
作的通知》（湘政办发[2013]74号）等文件规定，资产处置收入
按照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有关规定上缴国库。

凡对上述资产处置事项有异议者，请在公示之日起 5 个
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反映。

联系地址：长沙市湘府西路8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联系电话：0731-89990259
特此公示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0年1月9日

关于国有资产处置有关事项的公示

通讯员 朱能毅 王爱华

近日，汉寿县 2019 年招
商引资“成绩单”出炉。数据
显示，去年，该县秉持“聚焦
大项目，追求好项目”的招商
思路，全年引进千万元以上
项目 42 个，合同资金达 102.9
亿元。其中 500 强项目 5 个，
5 亿元以上项目 7 个，亿元以
上 项 目 19 个 。 引 进 的 项 目
中，有 18 个正在建设，有 17
个实现当年签约、当年投产
并产生税收。

亮眼“成绩单”背后，是
汉寿县委、县政府抓招商项
目落地的决心和为企业提供
精准服务的贴心。

湖南日报 1月 8日讯（记者 王
文 通讯员 潘东晓）“报名不打招呼、
不递条子，符合条件均可就读；老师
不收红包，公平对待每个学生……”
看着数百幅廉洁书画作品，家长刘女
士称赞不已。

近日，长沙县教育系统“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廉洁主题教育活动在
盼盼二小举行，展示清风校园建设成
果，展出该县中小学生创作的廉洁书
画等作品数百幅。

为推进清风校园建设，长沙县

教 育 系 统 在 教 职 员 工 中 开 展 廉 洁
从 教 、为 人 师 表“ 五 个 一 ”主 题 活
动，加强教师队伍道德规范，树立
正 确 的 思 想 道 德 观 念 。 在 学 生 中
开展“五个一”活动，增强其节俭自
律的责任意识、敬廉崇洁的道德情
操。

据悉，长沙县从2017年启动清风
校园建设以来，已创建清风校园示范
校 10 所。2019 年，该县教育系统共
查办问题线索 56条，立案 12起，结案
12起，纪律处分12人。

湖南日报1月8日讯（记者 李曼
斯 通讯员 瞿辰）一张薄纸，承载浓
浓情谊。近日，宁乡市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启动“一封家书”活动，邀请身
处各地的宁乡人，给家人写封家书。

活动现场，不少群众在展台亲手
写下家书，拜托书法爱好志愿者为其
书写封面寄语。还有不少人选择在

“拍立得”照相区域，拍下自己的照
片，随信寄给家人。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很想你们，
我在学校过得很好，这里也有像你们
一样爱我的人……”当天，百灵鸟小

学学生孟晴朗在“一封家书”班会上，
写下对爸爸妈妈的问候。由于父母
在云南工作，孟晴朗只能在寒假与他
们见面。“写信能表达的感情更多，我
可以把没来得及说出的话写给他们
听。”孟晴朗说。

据了解，此次活动将持续至2020
年农历正月十五。在此期间，宁乡人可
以通过一封家书，写出想对父母、妻子、
儿女表达的话，邮寄给宁乡市融媒体中
心。宁乡市将通过电视、新媒体、喜乐
会等渠道，展示评选出的优秀作品，作
者可获得价值5000元的奖品。

湖南日报1月8日讯（见习记者
张佳伟 通讯员 彭叶荣）文化和旅游
部非遗司重点支持项目“年画重回春
节”活动启动仪式暨滩头高腊梅年画
2020新品发布会，近日在隆回县滩头
镇举行。

“年画重回春节”活动以“非遗过
大年，文化进万家”为主题，将在春节
前举办“贴年画·过大年”、滩头木版
年画精品展及群众体验等系列活动，
让滩头木版年画走进千家万户。

滩头木版年画是我省唯一的手

工木版水印年画，其艳丽、润泽的色
彩，古拙、夸张、饱满、个性化的造型，
纯正的乡土材料和独到的工艺，使其
具有浮雕一般的艺术效果。2006年，
滩头木版年画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

发布会上，创新年画《和福眷鼠》
亮相。作品由高腊梅年画作坊第四
代传承人钟星琳与清华大学美术学
院庞礴共同设计，意指“和福”降给有
情人，展示出滩头木版年画独特魅
力。

湖南日报1月8日讯（记者唐善
理 通讯员杨万里 沈宇杰）“这张单
据公函上是 5 个人，按规定只能去一
人陪同，从发票看接待费超出了 25
元！”近日，在零陵区农业农村局“局
务监督月例会”上，局务监督人员对
该局下属单位报账发票逐一审核，并
指出其中发现的几个问题。

2019年以来，永州市零陵区创新
监督方式，在27个政府组成局创新推
行“局务监督月例会”制度，以“局务”
带动“医务、校务、企务、办务”监督月
例会，在全区实现“监督月例会”全覆
盖。局务监督委员会成员重点围绕

所在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
实施细则精神、遵守党的纪律、履行

“三定”职责和“三重一大”事项实施
情况，按照“会前走访、会中商议、会
后公开”的流程开展监督。

迄今为止，区直单位从纪检监
察、局机关退休同志、中层干部及“两
代表一委员”、服务对象中，聘请局务
监 督 员 1200 多 名 ，走 访 服 务 对 象
7000人次，收集意见建议3100条，解
决问题 970 个，各单位三公经费开支
相比前年下降 10%，机关作风和干部
形象得到全面改进，群众及服务对象
满意度达96%。

2019年，汉寿县紧密联系北京、上
海、深圳、广州等异地商会及产业协会，
紧盯“两主两特”，即装备制造、医药化
工两大主导产业，蔬菜食品及水产品精
深加工、电子信息及新材料新能源两大
特色产业，抓实招商引资。

围绕中联重科这个装备制造业
龙头企业，引进高速抛秧机、智能锻
造生产等近 10 个配套企业落户；引
进国锐医疗器械、医用精密不锈钢毛
细管及针管生产等医药化工产业项
目，实现补链强链延链。

驻点招商成效喜人。去年4月至
6 月，汉寿县相继成立驻上海、深圳、
北京产业招商服务中心。其中，驻北
京招商服务中心对接的建筑铝模板
项目投资 5.5亿元，于 2019年 8月 16
日成功落户汉寿并开工建设，预计建
成达产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3 亿元、
上缴税收800万元。

为进一步扩大招商引资工作成
效，汉寿县成立由县级领导挂帅、相
关职能部门为成员单位的项目落地
推进领导小组，明确重点产业项目责
任单位与分管负责人，实时掌握项目
落地进度。

针对装备制造、医药化工、蔬菜食
品及农产品深加工、商贸物流、文旅康
养、服装鞋帽及林产品、电子信息及新
材料新能源等7大产业，汉寿县组织成
立7个招商引资专项小组，要求每个小
组引进8个2000万元以上产业项目，

其中亿元项目3个、落地开工项目4个、
投产项目1个，并在每季度至少保证1
个2000万元以上项目落地开工。

一个个项目开工建设，见证“汉寿
速度”。建筑铝模板生产项目，从项目
洽谈、签约到开工建设仅用时3个月。
中联重科高速抛秧机项目，从签约到举
行投产仪式，用时不足50天。

近年来，汉寿县积极实施服务企
业“122”工程，当好“店小二”，用好

“二号公章”，实现“最多跑一次”，相
关职能部门深入项目一线破难题已
成常态。

医用精密不锈钢毛细管及针管
生产项目，开工前用水用电存在困

难。汉寿县政府办通过召开部门协
调会、现场办公会促进问题解决，确
保项目建设速度，赢得投资商“点
赞”。同时，招商引资部门联合财政、
审计、纪委等部门，快速兑现财源奖
补扶持资金。截至目前，20多个项目
已兑现财源奖补扶持资金。

浇足服务这个“生根水”，项目
逐渐“开花结果”。至 2019 年底，投
资 8 亿元的汉寿万达广场、投资 6.8
亿元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等
项目，前期工作正有序推进；投资 5
亿元的汉寿中药产业园建设项目，
已建立种植基地；湘西北电力运营
中心总部经济转移项目已有税收入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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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大追好赢全局
——汉寿县开展招商引资工作侧记

长沙县推动清风校园建设

宁乡启动“一封家书”主题活动

隆回让“年画重回春节”

零陵区“局务监督月例会”全覆盖
各单位三公经费开支相比前年下降10%

鲜花绽放助脱贫
1月8日，蓝山县塔峰镇高阳村正美园艺有限公司鲜花展厅，村民在整理鲜花

盆栽。临近春节，该村忙着备战花卉销售高峰。近年，高阳村采取“公司+基地+农
户”模式发展花卉产业，并组织贫困户入股种植鲜花增收。目前，全村花卉基地发展
到 40余亩，花卉销售年利润近 40万元，该村及周边 105 户贫困户受益。

杨雄春 摄

湖南日报1月8日讯（记者 张咪 通讯
员 朱刚 曾炜）“不用到现场，就可以精准
监管超限超载车辆。”近日，记者在株洲市渌
口区公路治超信息指挥中心看到，该区路
政执法人员利用“公路治超指挥平台”，对设
置在省道S207线上洲坪十字路口、渌水一
桥桥头的非现场执法电子抓拍系统进行监
控，一旦车辆超限就会在检测路段前方的
LED电子显示屏上显示车牌号及超限相关
信息。这是该区公路治超非现场执法新模
式，于2020年1月1日正式启用。

车辆超载超限，对公路运行造成伤
害，目前已成为我国公路重大事故的

“第一杀手”。渌口区交通事务中心副
主任何兰君介绍，以往的公路治超模

式，主要是高速预检与场区精检相结
合，或是人工上路稽查，两种方式均有
缺陷。公路治超非现场执法模式，则能
提高治超精准性和工作效率。

公路治超非现场执法是利用智能
化手段，在货物运输主要通道、重要桥
梁入口处等公路重要路段和节点，设置
不停车超限检测技术监控设备，自动检
测记录货运车辆超限超载运输相关信
息，并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

渌口区路政大队大队长游文斌介绍，
他们还会开通短信告知动能，将违法车辆
牌照号和违法时间、地点、事实、处罚依据
等及时告知当事人，并在指定地点接受调
查，让治超难题简单化、智能化。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陈卓韬

近日，东安县川岩乡白牙水村 71
岁村民李柏生，找到永州市纪委监委驻
村扶贫工作队，请求工作队给他写一副
春联。

李柏生解释，2019年，他家脱贫摘
帽，想早点贴春联，表达感激之情。内
容他想好了，上联写“扶贫政策照亮千

家万户”，下联写“致富群众衷心感谢党
恩”，横批“党的政策好”。

永州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何红喜
挥毫写下春联，李柏生十分高兴。

李柏生家原来住在海拔 800 多米
的山上，不通公路，是手机信号盲区。

如何帮助李柏生等村民脱贫？驻
村扶贫工作队决定实施易地搬迁。到
去年初，当地贫困村民纷纷搬到山下移
民新村，只有李柏生一家还住在山上。

扶贫工作队与李柏生谈心，得知他是
怕搬到山下找不到脱贫致富门路。工作

队就先把李柏生一家安置在山下临时板
房，给他提供小额扶贫贷款，支持他在后
山放养鸡鸭，由公司上门收购。

扶贫工作队见李柏生和老伴会做
竹制品，就通过网店帮李柏生销售竹制
品，结果供不应求。

尝到甜头，李柏生要求搬到山下居
住。去年7月31日，李柏生搬进了宽敞
明亮的新居，并顺利脱贫。

湖南日报 1月 8日讯（记者 李
治）“2 万多块钱失而复得，我觉得妈
妈太幸运了！”近日，在找到失而复得
的钱后，长沙市民刘语嫣激动地告诉
记者。

据了解，当天早上7时许，小刘陪
她妈妈全金枝在长沙汽车西站乘坐
17路车，到高升村南站下了车。由于
大意，将一个黑色袋子落在了公交车
里位于右前方的座位上。

下车不多久，母女俩发现袋子不
见了，焦急万分。包里有 2.3 万多元
现金，还有数张银行卡和身份证等。
这可是老房子的一部分拆迁款，都是
从小刘爷爷银行卡里刚取出来的！

全金枝赶紧冲到马路上，拦了一
部出租车，直接去追17路公交车。能
不能顺利找到失落的包，她心里也没
有谱。

母女俩从公交车下车之后，当值
司机袁立云也很快发现了这个袋子。
为了找到失主，打开包简单检查之后，
袁师傅面对大量现金也吃了一惊。他
第一时间决定，在不影响当值线路公
交车运行的前提下，把包先交到车队，
以便调度室更方便地找到失主。

还没到中午，在汽车西站17路公
交车调度室里，袁师傅和辗转追来的
全金枝见了面。看到自己失而复得的
包，全金枝咧开嘴笑了。

两万余元失而复得 好司机拾金不昧 渌口区公路治超指挥平台上线
可远程监管货运车辆超限超载

早贴春联谢党恩

1月8日，道县
洪塘营瑶族乡东江
源村，村民在晾晒
春联。当天，该县
文化部门组织本县
书法家开展“文艺
进乡村，春联送万
家”赠春联送温暖
活动，书法家们挥
毫泼墨为当地村民
送上内容丰富的春
联，营造了浓浓的
年味。

蒋克青 顾裕武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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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引资寻亮点：紧盯“两主两特”产业

项目落地加速度：多措并举上下联动

竭诚服务求实效：浇足项目“生根之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