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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40

41

42

43

44

45

46

债务企业名称

衡阳市西城飞
利五交化公司

衡阳市逢盛实
业工贸有限公
司

衡阳市瑞狮塑
胶有限公司

衡阳市晶峰金
刚石工贸有限
公司

湖南金拓天油
茶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

衡阳欣凯实业
有限公司

湖南翔宏机电
设备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元）

500,000.00

21,736,282.83

2,370,000.00

16,892,841.73

16,532,265.63

8,779,300.00

5,898,000.00

利息（元）

1320881.73

54481034.48

7560793.97

9778855.07

9697705.53

26938290.26

4269463.8

利息截止日

2019/10/20

2019/10/20

2019/10/20

2019/10/20

2019/10/20

2019/10/20

2019/10/20

担保情况

抵押人：衡阳市古鼎
实业总公司、周世军、
王仁、袁剑军

抵押人：衡阳市逢盛
实业工贸有限公司；
保证人：王一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衡阳市瑞狮塑胶有限
公司、许伟林

抵押人：衡阳市晶科
威实业有限公司；保
证人：凌均威、李肃
懿、范千用、廖永安、
曾爱菊、欧阳琼玉

保证人：周海云、马红
艳

抵押人：衡阳欣凯实
业有限公司、周双喜、
周小喜

保证人：湖南三同经
贸有限公司以及刘青
松、李方州、李泽平、
贺艳

资产情况

1、衡阳市城北区七里井的国有出让地使用权
面积4731.4平方米作抵押担保；2、衡阳市勤
俭巷房屋作抵押，面积83.9平方米；3、衡阳市
麻子塘A栋房屋作抵押，面积为55.20平米；
4、衡阳市莲湖新区D栋房屋作抵押，面积为
91.67平方米。

1、衡阳市湖北路口 138 号华顺大厦第一、二
层房屋，面积共1419.6平方米作抵押；2、衡阳
市湘江北路48号B座南栋第一、二层房屋，面
积共558.49平方米作抵押；3、衡阳市石坳路
170号仓库，面积为1198.19平方米作抵押

衡阳市解放西路25号，建筑面积853.67平方
米

衡阳市珠晖区茶山坳镇茶南路 7 号，土地面
积：20038.7平方米（约30.06亩），土地用途：
商服用地

1、衡阳市衡南县三塘镇梓木村的厂房，总产
权面积为3524.5平方米；2、衡阳市衡南县三
塘镇梓木村的一宗国有出让建设用地使用权
抵押，土地面积为13866.74平方米（20.8亩），
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3、衡阳市蒸湘区雨母
山乡梓木村的一宗国有出让建设用地使用权
抵押，土地面积为19276.30平方米,土地用途
为工业用地；4、94 台（套）机器设备；5、衡阳
市蒸湘区梓木村房屋，用途为职工宿舍，建筑
面积2141.28平方米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利息截止日
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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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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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废旧物资大市场

经营有限公司、湖南普佑商贸有限公司、长沙
市明福园艺产品销售有限公司、湖南省新一
佳商业投资有限公司、华融建筑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衡阳市安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衡阳市安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衡阳市康
红医药有限公司、衡阳星善置业有限公司（衡
阳崇业互感器有限公司）、衡阳崇业建设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衡阳市西园农副产品批发大
市场有限公司、湖南立方医药有限公司公告
在 2019 年 7 月 19 日《湖南日报》上刊登处置
公告已满20个工作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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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公司在2019 年12月30 日在《湖南日报》
上刊登处置公告已满20个工作日。衡阳市大
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衡阳市晶科威实业
有限公司、衡阳三环节能变压器有限责任公
司、衡阳市城南京雁基础建设工程队、衡阳市
江东三财电器经营部、衡阳市城北糖酒副食
品公司、衡阳市金狮实业有限公司、衡阳市联
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衡阳县樟树安瓶总
厂、衡阳市西城飞利五交化公司、衡阳市逢盛
实业工贸有限公司、衡阳市瑞狮塑胶有限公
司、衡阳市晶峰金刚石工贸有限公司、湖南金
拓天油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衡阳欣凯实业

有限公司、湖南翔宏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口口
香米业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科农林业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益阳市华荣包装有限公司、湖
南明星麻业股份有限公司、长沙美正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湖南和一酒店连锁有限公司、
益阳森艺家具有限公司、衡阳宇恒高新科技
有限公司、湖南华之雨发展实业有限公司在
2020 年 1 月 7 日《湖南日报》上刊登处置公告
已满20个工作日，此次公告发布日期为2020
年 5 月 8 日，本公告为补充公告，此次公告有
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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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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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楼先生
联系电话：1356676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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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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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合计

债务企业名称

口口香米业股
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科农林
业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

益阳市华荣包
装有限公司

湖南明星麻业
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美正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
司

湖南和一酒店
连锁有限公司

益阳森艺家具
有限公司

衡阳宇恒高新
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华之雨发
展实业有限公
司

债权本金（元）

49,377,561.90

31,994,037.45

21,790,832.01

5,148,665.24

7,150,000.00

10,998,864.92

24,999,975.00

4,347,051.06

20,000,000.00

888,781,584.02

利息（元）

553250.5

16321983.12

10620801.97

453337.65

4358238.57

5922958.28

7435769

5114805.52

7107802.1

754,039,518.24

利息截止日

2019/10/20

2019/10/20

2019/10/20

2019/10/20

2019/10/20

2019/10/20

2019/10/20

2019/10/20

2019/10/20

担保情况

保证人：樊富强、赵志
纯

抵押人：湖南省科农
林业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保证人：章劲华、
陶焱焱、章天威

抵押人：益阳市华荣
包装有限公司；保证
人：刘胜、谭博、刘媛、
刘云华、蔡亚清

保证人：湖南星沙物
流投资有限公司、张
萍、李兴高

抵押人：沅江市美加
利 复 合 材 料 有 限 公
司；保证人：涂锦、罗
旋、涂春年、陈英

抵押人：道县和一置
业有限公司；保证人：
尹德和、熊多奇

抵押人：益阳森艺家
具有限公司；保证人：
湖南森艺家具有限公
司，练军、贺艳辉、聂
斌、黄琼、孙丽华、徐
银秀

抵押人：衡阳宇恒高
新科技有限公司；保
证人：向渝、向锐、江
常娟

抵押人：湖南江安投
资策划有限公司；保
证人：湖南大山木业
发展有限公司、邓江
安、黄成、黄蓉

资产情况

沅江市华信大酒店，1169.08平方米的土地及
9560.19平方米宾馆作抵押

益阳市东部新区。房产面积 18623.88 平方
米，土地面积33333.55平方米

沅江市经济开发区大地路的房产及土地。工
业厂房面积 3055.22 平方米，工业用地面积
19788平方米

永州市道县道州北路307 号和一公馆小区1
栋、3 栋，建筑面积：2947.47 平方米，土地面
积：7332.39平方米

益阳市资阳区长春工业园白马山社区的房产
以及对应土地提供抵押担保。其中房屋抵押
面积为11034.03平米，对应土地使用权面积
为35928.26平米。

益阳市赫山区赫山办事处毛加塘村 06 栋的
房产提供抵押担保，9 套房产面积共计 4234
平方米

（上接7版）

邹晨莹

“五一”期间，前阵子备受煎熬的人
们，恢复随心而聚、被小确幸点亮的日
常生活，并将“报复性消费”“补偿性消
费”付诸实践，释放吃穿住行游购娱等
五花八门的需求。与往年稍有不同的
是，一场凭空想象、突如其来的“五五购
物节”上演了鼓励消费、提振经济的神
话。“嗨购上海”进行全球大直播；10秒
钟，拼多多平台上线的30台五五折汽车
即告售罄。这是当下消费需求的剪影，
更是创新价值的力量。

沸腾的需求和热闹的数字背后，不

妨看看其中的“门道”。“五五购物节”固
然是上海的，但创新场景与消费模式的
规律却是通用的。带着这样的视角来审
视，或许会变得更有趣。

“线上线下联动”是新特征之一。拼
多多等新电商平台在上线补贴专区的
同时，还与各大商场、品牌商携手发券，
以较小的补贴撬动数倍的消费规模，拉
动消费潜力释放的乘数效应更为显著，
迅速激发消费热潮。相较于纯电商的传
统购物节，O2O 小程序内购、VR 购物
等加持的“融合沉浸”新式购物节，实现
了“政府带动—企业配比—市民响应”
的有效循环模式，带动经济企稳和市场

回暖。通过这种“购物节”，构筑政府、市
场、社会、公众多元互动、共同发力的消
费场域，从而为经济社会的复苏提供有
益参考。

让消费需求实现回补，要开动脑筋
激发潜在消费需求。超过40家企业、94
个国际国内品牌、逾110场新品首发活
动轮番上演，这场购物节中爆发的“首
发经济”同样值得深耕。昔日城市与城
市、商场与商场之间竞争的关键词是

“有没有”。但是到了商品极大丰富的今
天，“首发”和“限量”，对于新生代消费
群体而言，意味着吸引力、独特性和回
头率。更为重要的是，“首发经济”背后

的产业链，能集聚各类高端要素，形成
集新品发布、展示、推广、交易、销售于
一体的全链条，带动相关产业创新发
展，提升消费领域的定价权和话语权。

消费讲究“性价比”，而一座城市的
“性价比”，必定是来自于无与伦比的环
境。通过流通环节的一系列改革，以及
政企之间、产业链各环节之间、线上线
下之间等多维度的畅通协作，不断优化
消费体验，同新兴消费潮流和生产、经
营、营销模式充分嫁接，做足地标文章、
流量文章、联动文章，也是这场购物节
带来的富有吸引力和竞争力的消费环
境的启示。

杨启定

最近两个多月来，衡阳市集中开工
了 150 个项目，累计总投资为 738.8 亿
元，这是衡阳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中，及早出台支持实体经济

“十条意见”，全面开展“奋战一百天、实
现双过半”争先创优和“投资促进周”活
动，为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
务迈出的稳健一步。

党中央提出“保居民就业、保基本
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是针
对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的托底之
举，也是强化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着
眼全局的关键部署，为今年经济社会发
展锚定了行动基调和方向。

思维决定行为，行为决定结果。面
对世界经济下行的风险，将“底线思维”
贯穿始终，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
变化的准备工作，把形势估得更复杂，
把挑战看得更严峻，做好应付最坏局面
的打算，拿出相应对策，才能在不确定
性中寻找确定性，在不可控性中把握主
动性。

“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

省委领导日前在全省各地调研时强调，
坚决落实“六保”任务，为保障人民群众
切身利益作出湖南贡献。稳住经济基本
盘，保住民生底线，用好国家复苏经济
发展的政策机遇、疫情催生的市场机
遇、全球化深度调整带来的时代机遇，
在“稳”的基础上积极进取，既不因认识
分歧而动摇，也不因人事更替而反复，
更不因困难挑战而退缩。

应对没有参考答案的“大考”，我们
在各项工作中暴露出的短板亟待补齐；
将战“疫”中好的经验加以整合吸收应用
到平时，同样是化危为机的内涵。比如，
保居民就业，这类短板需要用投资带动
就业增长、采取市场化手段促进重点群
体就业创业等来补齐，以增强企业创造
和稳定就业岗位能力。再比如，保基本民
生，一方面，决战脱贫攻坚是底线任务，
原本就不是轻轻松松就能打赢的，必须
下足功夫；另一方面，疫情添加了一味升
级的“催化剂”，让我们可以在增强多层
次多样化民生服务供给能力上有所作
为。无论是做好“六稳”“六保”，还是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必须躬身
力行、积极应对、危中寻机，奋力夺取双
胜利，推动经济行稳致远。

毕舸

最近，国内颇具影响力的阅文集团
遭遇一轮前所未有的舆情风波：5月5
日，国内众多网文作者在微博、知乎等社
交平台制造“断更”风波，希望通过停止
更新的方式向阅文集团提出维权诉求。

阅文遭遇不少网文作者杯葛，主因
是平台与作者的“聘请”关系及所关联的
作者作品版权归属问题，作者收入分成
比例调整（改为扣除运营成本后的“净收
益”，作者分成50%）、免费阅读模式将影
响作者收入等几个方面存在严重分歧。
阅文最新回应称，将考虑到提供多版本
的合同选择，对授权权限分级，把著作财
产权的授权选择交给作家。

网络文学增长突飞猛进，成为年轻
一代读者喜爱的阅读品类，整个行业也
从曾经的“地下职业”，变为泛文娱产业
的基石。以网文为源头的 IP 变现市场
已经变得炙手可热，更有网文作品加速

“出海”，成为世界范围内有影响力的文
化IP。行业繁荣发展的背后，是时代的
浪潮推动，亦是800多万网文作者不懈
努力，以百万字、千万字的更新，吸引了
当时的资本巨头。

这场“平台”与“作者”的纷争，在于

网文作者在作品创作上投入极大，收入
则依赖于读者的付费及打赏。一旦阅文
采取普遍的免费阅读模式，意味着网文
作者的主要收入来源将化为乌有，自然
引发作者强烈不满。还有，行业虽然到
了快速变化的窗口期，但相关的产权法
律、利益分配都无明确保障。

著作权的归属，关系到网文作者对
于自身原创作品的自主权及后续收益。
众所周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网络文学
IP受到影视界青睐，被改编成影视剧，
并且获得了良好的收视率。网文作者也
就可以通过授权等方式获得收入。随着
网络文学产业链的完善，未来网络文学
收益还可以通过改编成游戏、开发衍生
文化产品等方式变现。如果这部分著作
权被阅文拿去，或者抽取过高比例，对
于作者的权益损害是显而易见的。

网络文学创作不易，其知识产权理
应受到尊重。同时，作者和平台之间的
关系是共生共赢，一方受益靠另一方

“买单”的做法终将走入“死胡同”。换句
话说，平台以强势方自居，共生共赢的
关系迟早会破裂，网络文学生态也将恶
化。平台如何赋能、赋权于优秀的创作
者，产出更好的文化作品，是解决问题
的关键所在。

为了显得热闹好看，一个项目
签约仪式搞3遍；为了上级满意，复
工复产率不顾实际，越高越好；为了
表示重视，高调到企业搞现场办公，

事后却啥都没办成……
疫情影响下给经济纾困，有的

地方实招不多，虚活不少。复工复产
率“注水”，就是经济发展中的形式

主义，不仅浪费财政资金，耗费基层
干部正常工作精力，更让企业疲于
应付，滋生不实之风，误导各级政府
决策。 图/文 朱慧卿

复工复产率岂能“注水”？

马涤明

重庆市彭水县信访办党组成
员、副主任杨忠辉被举报幕后操持
彭水县某公司，骗取100万元扶贫
财政补贴资金。彭水县纪委最近内
部通报称，杨忠辉违规从事营利活
动，其实际负责管理的关年农业公
司多申领财政补贴资金51.94万元。

调查组介入后，补贴资金退回
相关主管部门，杨忠辉受到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从纪委通报来看，信访
办副主任杨忠辉被查实两项违纪违
规问题：一个是违规从事营利性活
动，一个是操纵运作“多申领财政补
贴资金”。操纵运作骗补，首先应受
到党纪政纪处分，同时，既然是骗取
财政资金、采用虚构事实的手段行
骗，是否涉嫌刑事犯罪，也应有明确
说法，让案件接受阳光的检验。

近年来，企业骗补问题频发，
责任人被绳之以法的案例也时有
见诸媒体，如2017年12月，深圳五
洲龙汽车股份有限公司8人因骗取
国家新能源汽车补贴被公诉。而按
照刑法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
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即构成诈骗罪。那么，不管是骗补

100万元，还是51.94万元，恐怕都经不起法
律的审查。

即便不是所有的骗补都涉嫌违法犯
罪，至少应给出详尽说明，而不应对敏感问
题只字不提。举报人继续反映后，当地纪委
已进一步核查，值得期待。

有道是，“事出反常必有妖”。一切都按规
定办，却出现了骗补几十万一路绿灯的“反
常”之事，此事“妖”在何处，应该好好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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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楫笃行 保泰持盈

一方受益靠另一方“买单”不可取

读懂新式购物节背后的创新价值

新闻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