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湖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批准（湘金

监函〔2020〕27 号文），我公司名称由“湖南省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英文名 HUNAN AS-

SET MANAGEMENT CO.,LTD.）变 更 为

“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英文名

HUNAN CHASING ASSET MANAGE-

MENT CO.,LTD.），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我司已于 2020 年 3 月 24 日在湖南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了名称变更登记。公司

更名后，《营业执照》登记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 91430000MA4L2E9E4W，未 发 生 变 化 。

股权结构不变。

2.公司业务主体和法律关系不变，原发布

的各类文件、签订的合同协议继续生效，原有

的业务关系和服务承诺保持不变。

3. 公 司 网 站 域 名 由“www.hunanamc.

com”变更为“www.hncxamc.com”，现正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办理新网站域名的登记手续，

办理完成前仍将继续使用原域名。

公司是由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报财

政部备案并经银保监会核准具备金融机构不

良资产批量收购处置业务资质的湖南首家省

级地方 AMC，系湖南省政府直属大型骨干国

企、湖南省唯一的省级地方金融控股公司——

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目前公司注册资本 30 亿元，总资产逾

100 亿元，管理资产规模近 150 亿元，主体长

期信用等级被评为AA+，债项评级AAA。

公司更名后，将依托股东的全牌照金融资

源优势和全力支持，继续践行“服务大局、服务

客户”的企业使命，“创新、协同、稳健、担当”的

价值观和“精干主业、精济实业、精耕湖南”的

发展方略，秉要执本、常勤精进，充分发挥“地

方金融稳定器、不良资产处置优化器、产业结

构升级推进器”的功能作用，为助推我省高质

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特此公告

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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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湖南资产管理更名为财信资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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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3月 25日讯（记者 杨
军 通讯员 刘翼张 胡坤）3 月 23 日，
安化县江南镇阿丘中药材种植专业合
作社基地里，黄精苗破土而出，长势喜
人。正在开沟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贺志
云说：“去年我在合作社帮助下种了 2
亩多黄精，加上在合作社务工的收入，
纯收入7万多元，不仅脱了贫，还建了
120平方米的新房。”

据了解，安化县将中医药健康产
业作为精准扶贫的特色产业重点培
育，使之成为继安化黑茶之后又一富
民支柱产业。去年，全县中药材种植面
积新增8.6万亩，总面积达26万余亩，
产量6.8万吨，实现总产值23亿元；实

施中药材产业扶贫项目33个，带动1.8
万贫困人口脱贫。

安化有“湘中药库”之称，拥有中
药材1277种。近年来，该县相继出台中
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和加快发展中
医药健康产业的政策措施，并组建县
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服务中心。重点
发展黄精、玉竹、五加皮、木瓜、厚朴等
中药材，并加快“三品”（无公害农产
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认证，打造

“安五味·养五藏”公共品牌。目前，全
县从业企业（合作社）236家，其中年主
营业务收入 1000 万元以上的 10 家，
建基地1000亩以上的39家、万亩以上
的 2 家。有 77 家企业（合作社）种植基

地接入了农业农村部农产品溯源平
台，九志农业获得黄精基地与黄精茶
产品有机认证，阿丘合作社获评省级
示范社。

同时，安化县注重以发展中药材
产业扶贫项目增强贫困户造血功能。
采取“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模
式，为贫困户免费发放种苗、提供技术
指导、回收产品，带动他们搞种植。全
县先后下拨扶贫资金 3684.6 万元，扶
持贫困户种植中药材1万余亩。湖南上
药中药材发展有限公司在柘溪镇辰溪
村“湘中生态药谷”项目中，通过租赁
林地、聘用人工等，每年可帮助76户贫
困户每户增收4000元以上。

继黑茶之后，安化又培育一富民支柱产业

中药材产业治“穷病”

湖南日报3月 25日讯（记者 周
俊 通讯员 肖星群 王萍萍 廖思思）3
月23日清晨，涟源市桥头河现代农业
综合产业园热闹非凡。3500亩蔬菜基
地里，一捆捆刚采摘的新鲜蔬菜，经抽
样检测、清洗、打包后，运往长沙、娄底
等蔬菜批发市场。园区另一头的邬辣
妈食品生产车间里，工人们在赶工生
产蔬菜制品和自热米饭等产品，确保
及时交货。

桥头河现代农业综合产业园是娄
底主要农业产业基地之一，拥有博盛
生态农业科技、肖老爷食品、邬辣妈食
品、忠食农业等27家规模企业。去年，
园区实现总产值60余亿元。近年来，园
区每年结算给农户的土地流转资金
600 多万元、支付务工人员工资 6000
多万元，带动1万余农户参与种植。

受疫情影响，园区生产面临困难。
涟源市组织相关职能部门现场排忧解
难，推进产业园工厂化育苗中心、智慧
农业系统、蔬菜加工厂、农产品检测研
发中心等项目建设，着力打造百亿级
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并向基地及企业
派驻联络员、农技师，帮助解决春耕物
资、物流、生产、销售等方面问题。

“我们正进行总部回迁，用工需求
大，镇里很快帮忙招聘160名员工，解
了燃眉之急。”邬辣妈食品董事长邬文
明介绍，春耕正浓，园区企业出现“用工
荒”，桥头河镇联系人社等部门，通
过网上招聘、上门招聘等，解决企
业用工需求。

祥 兴 农 业 的 油 茶 苗 一 度
销售难。桥头河镇积极为企业
寻找销售渠道，邀请电商开展

线 上 销 售 ，这 批 苗 木 很 快 成 了“ 网
红”。“我们计划再投资 600 万元，建
设无病毒柑橘苗圃。”祥兴农业负责
人说，销量不降反增，给企业极大信
心。

同时，涟源市出台金融扶持、手续
代办、物流保障等一系列政策，园区泓
和高科院士工作站、冷链物流系统、蔬
菜加工生产线等项目全部恢复建设。

“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们要抢抓时间，
把疫情造成的损失追回来。”桥头河镇
党委书记周新科说。

涟源桥头河现代农业产业园抢时间忙生产

追回疫情造成的损失

湖南日报3月25
日讯（见习记者 聂
沛 通讯员 陆意）3
月24日，衡阳市蒸湘
区呆鹰岭镇高碧村
贫困村民刘谋文趁
着天气晴好，忙着播
种杂交早稻。刘谋文
介绍，杂交早稻种子
是镇里免费发放给
贫困户的。

阳春三月春光
好 ，春 耕 春 种 正 当
时。为减轻疫情对贫
困户的影响，蒸湘区
为他们免费发放优
质杂交早稻种子，并
派出农技人员传授
种植技术，还充分发
挥互联网优势，采取
线上培训、电商定时
定点收购等暖心措
施，提高贫困户种养
积极性。

受疫情影响，大
量蔬菜瓜果、鸡鸭鱼
肉等农副产品难卖。
针对时鲜蔬果不易保

存的问题，蒸湘区积极联系“乡村嫂嫂”
“农民伯伯”等电商平台，每天定时定点
进村收购。同时，大力引导区内超市、医
院、机关单位等购买贫困户的滞销产品。
对活禽活鱼，则动员村民将其暂时存栏
存塘，待市场回暖，再上市销售。

对有贷款需求的贫困户，蒸湘区
简化流程，加快审批，并采取线上方式

“无接触”办理，确保信贷资金及时发
放到位。对受疫情影响不能按期还款
的贫困户，延长还款期限，延期时间可
达6个月，且不纳入征信失信记录。

当下，蒸湘大地正掀起春耕生产
与脱贫攻坚热潮。截至目前，蒸湘区18
家农业企业的 6000 多亩蔬果基地产
销已恢复正常。其中贫困户种植的
1100亩蔬果基地，复耕率达100%。电
商平台已帮助贫困户销售蘑菇、草莓
等时鲜蔬果6万公斤，增收1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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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3月25日讯（记者 田育
才 通讯员 黄利文 寇杰）3月23日，记者
从张家界市医疗保障暨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会议上获悉，在去年全省开展的打击欺
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专项整治工作中，张
家界工作出色，综合排名居全省第一。

去年，张家界持续加大打击欺诈骗
保工作力度，共检查定点医药机构 848
家，解除医保服务 17 家，追回医保基金
4108.96万元。通过开展专项行动，突击
检查医保协议定点医疗机构23家，暂停
医保服务协议 5 家，行政约谈、整改 12
家，追回医保基金2446.05万元，协议医
药机构自查退回违规费用347.23万元，
对违反医保协议的1家药店给予5万元
处罚，及时处理欺诈骗保投诉举报6起，
有效打击了骗保行为。

今年，张家界市医保系统将持续加
大打击欺诈骗保力度，抢抓入选医保基
金监管信用体系建设国家试点城市机
遇，将医保领域纳入国家信用管理体系，
建立失信惩戒制度，切实维护医保基金
安全，让“信用医保”成为“信用张家界”
新亮点。

张家界持续打击
欺诈骗保行为

3月25日，湖南省森林植物园，瑜伽爱好者在练习瑜伽。当天，气温回升，春
风和煦，人们纷纷走出家门，享受美好春光。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沐浴春风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通讯员 龚卫国 田穆英

“直接用积分兑换物品，不用花
钱。”

3 月 24 日，听说芷江侗族自治县
芷江镇七里桥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
区建了个“积分超市”，受到群众欢迎，
记者赶去采访。

来到安置区，走进超市，见里面摆
着油盐酱醋、牙膏牙刷等生活用品，与
一般超市没什么区别。不过仔细一看，
商品上标注的不是价钱，而是积分，而
且结算时只能用积分卡。

“一支牙膏 10 积分，一桶食用油
30积分，食盐两袋5积分……”超市管
理员肖娟娟向前来兑换物品的群众介
绍。拿着兑换到的洗衣粉，搬迁户廖光
海满脸笑容地说：“帮忙打扫楼栋卫
生，攒了 10 积分。既为小区建设出了
一点力，又让自己节约了开销，一举两
得。”

“用文明行为换积分，用积分兑物
品。”芷江镇迎宾路社区党支部书记姚
新湘介绍，群众主要通过参加公益劳
动以及孝老爱亲、邻里互助、户容户

貌、脱贫致富等评比获得积分，扶贫工
作队、社区工作人员、群众代表每月不
定期评定积分。

安置区共有易地扶贫搬迁户415
户1572人。为激发搬迁群众脱贫致富
的内生动力，3月初，县易地扶贫搬迁
办牵头，在安置区创建“积分超市”，由
迎宾路社区负责管理。

“积分超市”的日常生活用品由民
政资助、社区购买、爱心企业和爱心人
士捐赠组成。截至目前，累计发放积分
785分，兑换物品153件。

勤劳改变生活，积分改变习惯。
安置区 23 栋居民张学永以前在

小区乱摆放晾晒东西，后来她主动改
正获得5积分。如今，张学永还成了社
区卫生监督员。

22 栋粟晓明一家从洞下场乡搬
迁过来，夫妻俩参加了县里的养殖技
术培训，现在芷江民丰农牧实业易地
扶贫搬迁基地上班，两人每月有近
5000 元收入，成为勤劳致富“明星”，
得到30积分奖励。

“通过开展一系列活动，把‘积分超
市’变成群众互学互比互促的新舞台、
弘扬文明风尚的新通道。”姚新湘说。

“小积分”兑出大文明
湖南日报3月25日讯（见习记者

黄柳英 通讯员 雷中祥 王庚娣 潘志
荣）3月24日，永州市冷水滩区黄阳司
镇水口桥村青蒿基地，经过一夜雨水
滋润，一株株新种的青蒿苗冒出了嫩
芽。村民周菊花一边忙碌一边兴奋地
说：“我家去年种了40多亩青蒿，赚了
9万元，今年准备再种10亩。”

黄阳司镇将青蒿作为扶贫产业重

点发展，去年全镇种植青蒿 1.8 万余
亩，年创产值2000余万元，共有236户
贫困户参加青蒿种植，人均增收 800
元。

在水口桥村，去年采取“公司+村
委会+基地+农户(贫困户)”模式，建立
了千亩青蒿种植基地。今年 1 月 6 日，
水口桥村召开青蒿种植现场分红大
会，共分红18.3万元，受益最多的村民

屈昭云领到8346元。
青蒿生长周期短，收益快，易管理。

冷水滩区积极推动青蒿种植，已在黄阳
司镇水口桥村、杨村甸乡堆子头村、普
利桥镇岐山村分别建立千亩青蒿种植
基地。基地被列为现代农业特色产业园
省级示范园。今年，全区青蒿种植面积
将突破6.3万亩，辐射带动贫困户1500
余户，让青蒿成为治贫良药。

冷水滩区：种得青蒿“疗”贫疾

湖南日报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刘杰 万传文

阳春三月，田野百花盛开时，澧县
澧西街道向阳社区扶贫车间里，“金钱
草”也花开正茂。青翠欲滴的叶子，鲜
艳的花瓣，长长的藤条上整齐串连。如
果不细看，很难发现这是仿真花。

3月18日上午，走进扶贫车间，只
见里面一片繁忙。10多位村民坐在机
械前忙于制作藤蔓、枝头、叶子和花
瓣。前来送仿真花成品的村民络绎不
绝，很快将百余平方米的院落堆成了
花海。

贫困户赵从明戴着眼镜，坐在机
械前，格外专注。“他一家子最勤快，都
在车间做事，一个月可赚5000多元。
稳定脱贫一点问题都没有。”向阳社区
党支部书记肖超云介绍，去年，赵从明
患上肾病，在外找不到合适工作。今年
起，他被安排在车间做手工活。

赵从明的妻子易宗珍在庭院里忙
着整理村民送来的成品。前段疫情严

防严控期间，社区组织人手采用“材料
送上门、成品收回来”方式，让村民宅
家务工。不到半个月，赵从明夫妇在家
里就赚了800多元。

肖超云介绍，该社区是农村社区，
大部分田地被流转，闲置了不少劳动
力。去年，社区想方设法引进扶贫车间
项目，通过来料加工方式与企业合作。
按酬劳上浮20%标准，鼓励贫困户就
近就业。目前，全村有 25 个贫困人口
长期在家工作，从车间领取叶子和花
瓣等材料，回家串成成品。另有5个贫
困户在车间用机械加工。今年复工后，
周边村有7个贫困户加入到“串花”队
伍中来。

“复工到现在，20天时间，扶贫车
间生产仿真花 8 万多支，比以前一个
月的产量多了近一半。”肖超云说，今
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车间正
在大力开拓业务，丰富串花品种，满足
村民尤其是贫困户需求。同时组建新
的扶贫车间，力争5月投产，帮助更多
的贫困户脱贫致富。

扶贫车间“春意浓”

湖南日报记者 王梅

3月24日，衡阳市城区雨过天晴，空
气格外清新。市民纷纷换上春装，走出家
门，前往图书馆、东洲岛等地读书、参观、
游玩，尽享美好春光。记者走访当地部分
文旅场所，感受衡阳文旅新活力。

“你好，归还的图书请往这边放。”
在衡阳市少儿图书馆，读者进行体温
检测、信息登记后，在工作人员指导
下，进馆归还图书。

“我们会对图书进行统一消毒，再

集中上架。”衡阳市少儿图书馆馆长李
赛虹介绍，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该馆
采取限时限流限区服务。

“今天图书馆开馆了，我借了两本
文学方面的书，准备拿回家看。”环城
南路小学学生李谢媛说。

图书馆内书香阵阵，东洲岛上鸟语
花香。“轮渡目前最多只能乘坐25人。
不好意思，请你等下一趟。”衡阳市东洲
岛景区轮渡入口处，工作人员严格把控
轮渡乘坐人数与景区游览人数。

“看，这里的桃花开得好漂亮”“来

来来，我们一起合个影”……游客在岛
上赏花拍照，欢声笑语不断。

3 月 23 日，衡阳市南岳区南岳大
庙、祝融殿等室内景区景点开门迎客。

“一直在等大庙恢复开放，今天终于可
以过来祈福了。”3月24日下午，来自衡
阳市区的吴女士在工作人员引导下，进
行入庙前体温检测和健康身份认证。

1 月 23 日，南岳景区第一时间暂
停对外开放。随着疫情形势好转，2 月
27 日，南岳衡山中心景区等景点恢复
开放，当日迎来500余名游客。3月23
日，南岳旅游全面开放。

春风宜人，政策给力。随着疫情得
到有效控制，衡阳文旅产业正在苏醒。

衡阳文旅在苏醒

贯彻落实省委全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