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与原债权人长融国
银（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瑞华国银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华融汇通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签署的《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
议》，原债权人长融国银（北京）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瑞华国银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借款
人和担保人所享有的债权由中国长城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承继并享有。请债务人、担保人或其承
继人立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履行还款义务或
承担担保责任。（注：本公告清单列示的
本金余额、利息余额基准日为2017年8
月 20 日，涉及币种除注明外均为人民
币，单位为元。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
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

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
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
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公告中担保人包
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等。）

下述债务已全部逾期，债务人已构

成违约，请立即履行还款义务或承担担
保责任。我司将依合同约定及国家规
定收取利息至实际还款之日。

特此公告
联系人：罗女士
电话：0731-84303112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分公司
2020年3月1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债权催收公告

序号

1

2

3

4

金额合计

债务人

岳阳三义置业有限
公司
湖南淼伟投资有限
公司

湖南白杨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湖南三辉置业有限
公司

担保人

湖南华昌纺织集团有限公
司、杨峰、张燕
黄石鑫鹏铜材有限责任公
司，王辉、石瑞治、陈英
湖南白杨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潘光辉、敖刚、肖春
华
湖南三辉置业有限公司、
湖南白杨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潘激、张艳平

本金

9,499,000.00

9,052,732.44

25,940,000.00

42,130,000.00

86,621,732.44

利息

1,641,977.00

1,827,458.46

3,865,242.67

5,703,687.25

13,038,365.38

单位：元

张家界市道路桥梁开发建设总公司于2019年11月15日
公司名称已变更为张家界路桥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现本公司正
式向全社会郑重声明：凡是以原张家界道路桥梁开发建设总公
司名义成立的所有项目部所雕刻的该项目部印章，从登报之日
起作废，同时持此项目部印章从登报之日起所实施的一切行为
与我公司无关，由相应的行为人自行承担一切后果。

特此声明
张家界路桥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2月29日

声 明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债权催收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湖南省分公司与原债权人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签署的《不良资产
批量转让协议》，原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沙分行对借款人和担保人所
享有的债权由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承继并享有。请债
务人、担保人或其承继人立即向中国长

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履行还款义务或承担担保责任。（注：本
公告清单列示的本金余额、利息余额基
准日为2017年9月20日，涉及币种除注
明外均为人民币，单位为元。若借款人、
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
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

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公告中
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等。）

下述债务已全部逾期，债务人已构
成违约，请立即履行还款义务或承担担
保责任。我司将依合同约定及国家规
定收取利息至实际还款之日。

特此公告
联系人：罗女士
电话：0731-84303112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分公司
2020年3月1日

单位：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债务人

湖南人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湘妹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万凯源商业集团有限公
司
湖南省美津园粮油食品有限
公司
邵阳市和宏汽车贸易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邵阳市和庆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责任公司
娄底市和顺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
湖南广信湘粤工贸有限公司

湖南华盛建设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

湘潭长城石业科技有限公司
合计

担保人

黄伟嘉、董月娥、株洲市佳诚实业有限公司
祁阳宏惠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森石（上海）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周太平、廖有民、湖南湘妹食品有限公司
唐闻骏、郭译徽、湖南万凯源商业有限责任公司、唐少
林、姜满贞
裴金华、裴小芳、湖南加盛农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浏
阳市九道湾茶油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刘常青
刘惠希、王求珍、刘颖群、刘浩群、何琴、刘彦飞、曾魁伟、
邵阳中邦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湖南骏和集团有限公司
邵阳中邦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湖南骏和集团有限公司、
刘惠希、王求珍、刘颖群、刘浩群、何琴、刘彦飞、曾魁伟
邵阳中邦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湖南骏和集团有限公司、
刘惠希、王求珍、刘颖群、刘浩群、何琴、刘彦飞、曾魁伟
王涵璋、曹却非、张凌、王棋、赵忠、戴莉
罗君伟、王泽、罗劲松、罗劲虎、长沙华盛置业有限公
司、长沙宇松实业有限公司、何葵、潘红、胡正清、谭奕、
李皓、陈琳琳
赖长江、苏连绵

本金（元）

50,000,000.00

31,650,000.00

49,779,742.63

21,922,717.92

3,179,296.00

3,179,343.00

3,179,096.00

26,000,000.00

29,989,429.37

19,000,000.00
237,879,624.92

欠息（含利息、
罚息、复利，元）
12,436,586.26

6,775,053.56

16,514,102.71

9,910,769.81

3,887,042.62

3,873,502.45

3,840,548.76

5,852,153.97

4,171,228.74

3,897,017.38
71,158,006.26

垫付费用（元）

317,471.00

212,836.00

330,200.00

0.00

0.00

0.00

0.00

195,945.00

201,192.00

19,417.48
1,277,061.48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唐梦辉

刘蓓是长沙市第三医院神经内科
八病室护士，疫情发生后，她主动请缨
去隔离病房。刘蓓的丈夫杨凯是湖南
云箭集团增材事业部总经理，面对疫
情，他带领团队自主研发 3D打印护目
镜送往一线。夫妻两人投身抗疫，在不
同“战场”奋力作战。

妻子主动请缨上一线支援

“我申请去长沙市公共卫生救治
中心一线支援。”2月初，刘蓓在科室微
信群看到招募医务人员前往一线的消
息，第一个报名参战。

2月 6日，刘蓓来到长沙市公共卫
生救治中心隔离病房工作，监测生命
体征、执行医嘱、病情观察、抽血、采集
咽拭子标本、送检、雾化、生活协助、心
理护理……忙得连轴转。

为舒缓患者精神压力，刘蓓带着
大家跳“八段锦”；看到有的患者情绪
低落，刘蓓讲笑话鼓励他们战胜病魔；
送饭、喂药、倒垃圾，刘蓓贴心又周到。

“在隔离病房虽然辛苦，压力也
大，但收获更大，患者的理解、家人的
支持、朋友的关心，都让我感到很温
暖。”刘蓓说。

丈夫后方研发护目镜
送往一线

刘蓓曾在武汉工作多年，有很多
武汉的朋友，自疫情暴发，她的朋友圈
里就多了很多医用物资紧缺的消息。
刘蓓有点担忧，丈夫杨凯看在眼里，想
为一线医务人员做点什么。

医用防护服、口罩、护目镜是“护
医三宝”。其中，医用护目镜产量小、
扩产难，传统工厂生产周期长，变得
十分紧缺。杨凯曾在军工企业工作，
平时钻研的是 3D 打印技术，他想既
然特种装备都能打印出来，护目镜
应该也不难。杨凯马上行动起来，从
1 月 底 开 始 ，他 把 行 军 床 搬 到 办 公
室，带上饺子和方便面，做好长期战
斗准备。

春节假期，店铺都没开门，没有原
材料和物流怎么办？杨凯自己驾车前
往岳阳运货，拖了满满一后备箱的材

料，直奔办公室做研发。他和团队仅用
了 6 天，就完成了产品设计定型和制
作。

做出来了，但不知效果如何，杨凯
和刘蓓商量，决定由刘蓓找同事试戴。

“护目镜很轻，但封闭性不太好。”同事
给出意见。

于是，杨凯和研发团队在原有基
础上装上一个密封吸盘，同时对长时
间戴护目镜容易起雾的问题进行改
进。很快，改良版 3D 打印护目镜做出
来了，试戴效果不错。

但杨凯他们做出来的产品没有许
可证，无法投入使用。杨凯就带着材
料和产品跑各相关部门，得到支持。
目前，杨凯团队前期生产的 2125 副
3D 打印医用护目镜已通过捐赠、政府
调拨等形式，送到防疫一线。2 月 25
日，300 副新型医用护目镜送达武汉。
同时，企业紧急添置的一批新设备也
已到位，日产量将从 600 副提升到
2000副。

杨 凯 改 良 版 护 目 镜 做 出 来 时 ，
刘 蓓 已 去 隔 离 病 房 ，她 得 知 喜 讯 ，
在微信上回了丈夫一个大大的赞和
爱心。

湖南日报2月29日讯（记者 徐典波
戴鹏 李杰 周俊 彭婷 通讯员 李彬）
湖南日报2月29日刊发长篇通讯《“锐”
气浩然天地间》，追记岳阳市公安局警
令部抗疫一线民警董锐主动请缨、连续
作战、忘我工作直至献出生命的感人事
迹，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奋战在抗疫一线的我省广大公安
干警表示，董锐同志用生命诠释了人民
警察的初心使命，要学习、传承他的爱
岗敬业、默默奉献精神，战斗在党和人
民最需要的地方，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奉献力量。

“湖南日报刊发的这篇通讯，弘扬
了浩气，彰显了警魂。”岳阳市公安局党
委委员、政治部主任欧阳德儒说，董锐
有根植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
为他人着想的善良，在平凡岗位上创造
了不凡业绩，是大家学习的榜样。

“董锐留下的是‘逆行’的背影，也
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岳阳市公安局经
侦支队支队长张勇深有感触地说，“我
们要接过他的‘精神火炬’，在抗击疫
情、维护社会安全中贡献全部力量。”岳
阳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政工室副主任
易霞玲感慨：“我们要好好向董锐同志

学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坚定的理
想信念、强烈的政治担当和‘硬核’作
风，构筑疫情防控‘铜墙铁壁’，争取早
日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汨罗市公安
局党委委员、政工室主任王云说：“董锐
做事兢兢业业，从不讲价钱，对人十分
诚恳、友善。他虽然走了，但精神留人
间，力量永远在。”

“无论是工作、生活中的困难，还是
疾病折磨心头的痛，董锐都选择了自己
扛，他在无人的角落偷偷擦拭泪水后，
把人性最美好的一面留给大家，始终用
积极乐观的态度影响着同事和家人。”
株洲市公安局石峰分局民警边援说，甘
居幕后的英雄董锐是自己学习的楷模。

“他是英雄，用生命谱写了一曲英
雄赞歌。”汉寿县公安局政工室副主任
张瑞表示，董锐倒在没有硝烟的战场，
用实际行动体现了共产党人和人民警
察的大无畏精神，用忠诚和担当践行了
对党和人民的庄严承诺。

“董锐是我们公安战线的骄傲和榜
样，他甘于奉献，全力抗疫；他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动请缨赴抗疫一线，用
生命展示了他的党性！”娄底市公安局
娄星分局涟滨派出所民警黄其焕表示，

要接过董锐手中的火炬，完成他未完成
的使命。

“他走了，但他的精神没有走，永远
激励着我们勇往直前。”湘潭市公安局岳
塘分局五里堆派出所民警刘凡说，将继
续战斗在董锐牵挂的战场，赢得即将到
来的胜利，守护这片土地的春暖花开。湘
潭市公安局雨湖分局云塘派出所民警蒋
磊表示，对英雄最好的纪念就是以英雄
为榜样，立足本职岗位，化悲痛为力量，
坚决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上海作家唐池子是董锐生前好友，
他说：“也许你自觉普通平凡，可是却在
国家危难时，咬牙踏出了一条热血英雄
的路！”董锐的大学同学刘益辉看到报
道后说，董锐安于平凡而又积极进取、
乐于奉献，让人感动。人生的价值，不在
于地位高低，不在于财富多少，而在于
作出了多少奉献！

董锐的报道推出后，不少网友纷纷
转发微信朋友圈，发表评论。网友远鸣
赋诗赞叹：“诀别家山，壮志未酬，鹤寒
良将三千里；正当风雨，警魂遥祭，我悼
巴陵第一人。”读者任畅感慨，哪有什么
岁月静好？正是因为有了董锐这样一群
人，才有了属于这个时代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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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连日来，张家界消防宣传服务队走进乡镇、社区、小
区、复工复产企业开展消防宣传“进社入企服务群众”活
动，织密消防安全防控网，助力末端宣传。

活动中，张家界市消防救援队成立 5支消防宣传服务
队，进行防火检查巡查和消防宣传提示，叮嘱居民居家时
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发放《消防安全知识读本》、
消防知识折页和宣传彩页，提醒群众居家防疫做好“三清
三关”，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同时，督促社区物业服务企
业和复工企业保安、微型消防站队员普及“一懂三会”消
防知识，开展畅通消防车道宣传，并在显著位置张贴《关
于做好复工复产消防安全工作的通告》，利用“村村响”广
播和流动宣传车积极向广大群众进行居家防火防疫叮
嘱，引导群众注意消防安全。

消防宣传服务队热情服务，通过持续开展消防宣传，
不仅让广大居民村民、企业员工学习到消防安全知识，掌
握火灾自防自救能力，更带动了社会主动关注消防、认识
消防、学习消防，把消防宣传的触角延伸到最末端，以最
接近群众、最贴近生活的方式，为群众提供触手可及的消
防宣传服务。 (吴 杰)

张家界消防
“进社入企服务群众”助力末端宣传

湖南日报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陈谋春 黄蔡芬

“马达一响，黄金万两。”用这句话
来形容企业生产，恰如其分。位于常德
高新区的芙蓉烟叶复烤有限责任公司
日前全线复工，以隆隆机声奏响了奋战
2020的进行曲。

2 月 25 日，是公司复工第二天。记
者经严格消毒检测后，进入烟草飘香的
厂区，见一辆硕大的挂车边，3台叉车轮
番上阵，将一摞摞烟叶卸入生产线；精
选车间里，现代化流水线全速运转，戴
着口罩的工人们熟练地将成捆的黄金
叶摊开，由传送带喂进打叶设备。这番
忙碌的生产景象，与以往并无两样。

“要不是联络员帮忙，解决了我们
的住宿问题，恐怕厂里还开不了工。”车
间安全员朱良明说了一段复工前经历
的“小插曲”。他是常德市鼎城区谢家铺
镇人，由第三方劳务派遣到芙蓉烟叶复
烤公司工作。整个厂区，劳务派遣工人
很多。为方便上班，很多工友就近租住
在厂外灌溪镇岗市村民宅中。疫情防控
期间，一些村民谈“疫”色变，对朱良明
等53名返岗工人产生抵触情绪，不愿他
们返租。

工人没地方住，企业怎么复工？驻
企联络员陈明将情况上报，常德市派驻
高新区疫情防控联络组迅速将此问题
作为攻坚重点，从 2 月 15 日起，组长王
直华带着驻企联络员、镇村干部，上门

做工作。“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够就
三次，只要我们工作到位，群众一定会
理解和支持。”王直华说。

连日奔波，工作组掌握了租房具体
情况，摸排出返岗工人假期行踪；又联
系专业检测机构，对工人进行核酸检
测。常德高新区根据工人健康证明，制
作并发放安全卡，工人凭卡上班、租房。

通过这一系列工作，出租房子的村
民打消了顾虑，将租房工人迎回家中。
据悉，仅鼎城区灌溪镇，就解决了 400
多名企业工人租房问题。

目前，常德高新区已有 151 家企业
复工，返岗工人 12610 人；其中规模以
上 企 业 114 家 ，规 模 企 业 复 工 率 达
96.6%。

工人租了房 企业复工忙
——常德高新区抓防疫促生产见闻

用生命诠释
人民警察的初心使命

——湖南日报报道董锐同志先进事迹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妻子一线救治病人，丈夫后方研发3D打印护目镜——

夫妻一起上“战场”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邹娜妮
通讯员 傅文艳 黄妙

“车子不准进，老板来了也一样！”
2 月 28 日，娄底市娄星工业集中区益
思迪科技有限公司门口，驻企联络员
陈阵拦下一辆要求进入厂区的汽车。
测体温、填信息、全身消毒，一整套流
程走完，也只允许来人在门口指定区
域“隔空喊话”。

2 月 10 日，研发生产电子设备防
静电膜的高新企业益思迪复工，成为娄
星工业集中区首批复工复产企业之一。

“公司一复产，驻企联络员就来了，不
仅帮助搞好防疫，还主动当起‘门卫’，
不符合要求的人员谁都别想进来。”益
思迪总经理周迪葵介绍，公司在陈阵
协助下实施全封闭式管理，住宿一人
一间，就餐分批分次，上班测体温、不
扎堆。

“硬核”措施让企业放心生产，机
器轰鸣声伴着防疫“喇叭”声，奏响春
天的乐章。娄星工业集中区对园区所
有返岗员工进行核酸检测，发放预防
用中药，并为企业提供口罩和消毒水。
截至 2月 28日，园区 32家规模以上企
业全部复工复产，员工到岗率达99%。

走进格伦新材，办公大厅消毒液
气味还未散尽。这家集不锈钢新材料
研发、应用、生产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
业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寻找原材料。

“医药级不锈钢流体输送管是公司
主要产品之一，自疫情发生以来，许多
药械企业等着我们的零件组装，这不仅
是与时间赛跑，更是与生命赛跑啊。”格
伦新材副总经理项良才介绍，公司生产
所需的原材料大部分来自武汉，疫情如
同一道屏障，横亘在两地之间。

“山重水复”之时，迎来“柳暗花
明”。了解到企业困难，娄星区政府和

娄星工业集中区迅速对接武汉，请求
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适当运送原材
料。武汉市政府从河南调来货车，专门
负责原材料运输。

“早上又有 20 多吨原材料到货，
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项良才说，两
地政府对企业的支持让他深受感动，
湘鄂情长，定能化危为机。

临近饭点，湖南富佳钢瓶制造有
限公司车间内，飘着饭菜的香气。各班
组分批次用餐，前端生产班班长徐勇
领来42份盒饭，张罗着大家取餐，饭前
还需进行体温测量登记。

“今天的菜有红烧鱼、酸菜和土豆
丝，吃饱了加油干！”作为涟钢配套企
业，富佳钢瓶公司每年消耗钢材2万余
吨，如今 2 条生产线已全部启动，员工
到岗率达 80%。公司生产负责人周四
元介绍，目前手上已有一大笔订单，公
司正与时间赛跑，全力抓生产。

与时间赛跑
——娄星工业集中区复工复产走笔

献血抗“疫”
2月29日，长沙生殖医学医院，医护人员

在义务献血。当天，该院33名“白衣天使”参
加无偿献血，用实际行动支持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王茜蕾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