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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杭州劲达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湖
南嘉丰力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
杭州劲达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其对下列
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相应从权利、权益
全部依法转让给了湖南嘉丰力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现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债权转让的事实，请各

借款人、担保人尽快向新的债权人履行还款义务及担
保责任。

特此公告
杭州劲达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湖南嘉丰力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5日

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借款人名称

湖南百加壹再生
资源有限公司

湖南方泰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娄底市万通煤业
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大金物资贸
易有限公司

冷水江瑞丰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长沙智伟金属材
料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建冷流贷（2014）第38号、建冷
流贷（2015）第16号

建河小流贷20130923

建新塘（2014）10 号、建新塘
（2014）05 号、建新塘（2014）
01号、建新塘（2015）01号

2014-小-045

建冷流贷（2014）第05号、建冷
展流贷（2015）第01号、建冷展
流贷（2015）第02号
建冷流贷（2014）第21号、建冷
流贷（2015）第04号

本金余额
（截止2020年3月1日）

15,447,694.29元

9,947,775.08元

3,497,814.32元

5,434,776.62元

11,655,538.19元

6,318,296.41元

担保人

湖南博长担保有限公司、湖南金广源
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刘新多、王交弟
罗慧芳、李存财、沅江华顺漉湖风电
开发有限公司、湖南省钻石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

湖南博长担保有限公司、罗祝平、曾
建升

湖南万银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湖
南通达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周颖、宋早韶

湖南博长担保有限公司、李隽

湖南博长担保有限公司、杨艳永、何
智优

生效判决号

（2017）湘13民初27号

（2014）长中民二初字第
00887号

（2017）湘13民初25号

（2015）芙 民 初 字 第
2014号

（2017）湘13民初16号

（2017）湘 1381 民 初
1983号

注：1、若清单中所列本金余额与执行法院计算不一致，以执行法院计算余额为准。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罚
息、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按照法律和生效判决规定计付；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代为履行
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
拟处置株洲冶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
权及该股权对应的应收股利（债权），
特发布此公告。

株洲冶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为“该公司”）为一家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公司，中国东方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该公司出资
32,022.77 万元,持有 32,022.77 万股，
占比 36.686%，同时对该公司还享有
60,673,170.05元应收股利，现拟向合
格投资者转让该公司股权及应收股
利。

该公司注册资本87,288.80万元，
属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行业。企
业地址：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清水
塘。该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有色金属及
其副产品冶炼、购销；来料加工；自产
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生产所
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三来一补”业务；有色金属期
货业务和对外投资；房屋、地产、设备

租赁业务。该公司目前正常经营，并
且持有上市公司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代码：600961）21,224.86
万股股权，持股比例为 40.24%，株洲
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为正
常经营。

该股权及应收股利资产的交易对
象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
人、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如下条件：财务
状况良好，具有足够支付能力。

交易对象不得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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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
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
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
构法人；以及与股权及应收股利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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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
系商洽。

联系人：黄先生 杨先生
联系电话：0731-82580472

0731-82580410
邮件地址：huangchao@coamc.

com.cn;yangtenglong@coamc.com.
cn

通讯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
路一段593号湖南国际金融大厦17楼

邮编：41000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

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中国

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
部门） 0731-82580497 (我分公司
纪检监察部门)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
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为自发布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分公司

2020年5月15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关于株洲冶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等资产的处置及招商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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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循着总书记的脚步
探访产业扶贫新事

新华社记者

黄花菜热了。
3 天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大同市云

州区考察有机黄花标准化种植基地，步入田
间亲自察看黄花长势。

“希望把黄花产业保护好、发展好，做成
大产业，做成全国知名品牌，让黄花成为乡亲
们的‘致富花’。”他叮嘱乡亲们。

就在上个月，习近平总书记赴陕西柞水
考察时，还点赞“小木耳、大产业”。

黄花、木耳，小作物里含着大方略。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考察调研脱
贫攻坚，为产业扶贫发展指明了方向。

初夏，我们循着总书记的脚步来到火热
的脱贫攻坚现场。那黄花满地、茶叶飘香、牛
羊成群的画面中，映衬出乡亲们的一张张笑
脸，绘就一道道最美的风景。

黄花成了“致富花”，扶贫要把产业抓

12 日，大同市云州区西坪镇唐家堡村，
成片黄花随着微风摇曳。45 岁的安春霞，亲
眼见证黄花成了乡亲们的“致富花”。

“雁门关外野人家，不养桑蚕不种麻。”地处
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这片苦寒
之地，人们一直靠着玉米和小杂粮维持生计。

虽然当地有种黄花的传统，但成熟期长
达3年，加上采摘难、晾晒难、浇水难，乡亲们
一直不敢大面积种植。

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在
全国吹响，当地下决心把黄花产业搞起来。安
春霞的丈夫张顺宝是村干部，必须要带头。虽
然心里有点打鼓，但他还是硬着头皮流转了
300多亩土地。为此，家里还背了不少债。

两口子没想到的是，扶持政策接连而来：
每种 1 亩黄花补贴 500 元、黄花种到哪里水
电路配套到哪里、政府出面从全国招聘采摘
工、全区中小学操场和有硬化场地的单位暑
期为黄花晾晒腾地方、给黄花上自然灾害和
价格“双保险”……

“我家有了自己的黄花菜品牌，还建起了烘
干车间、储藏冷库等加工配套设施。”安春霞说。

2010年前，云州区的黄花种植面积还不
到1.6万亩，如今是当年的10倍多，年产值达
7 亿元。在龙头企业、合作社引领下，黄花产
量品质稳定，销路和价格也有保障，去年带动
贫困户户均收入1万多元。

“乡亲们脱贫后，我最关心的是如何巩固
脱贫、防止返贫，确保乡亲们持续增收致富。”
在田间，习近平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产业扶贫是习近平
总书记特别重视的一个抓手。2018 年 10 月
23日，他在广东清远市连江口镇连樟村考察
时说，产业扶贫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也
是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帮助群众就地就
业的长远之计。

不到一年后，2019年7月15日，在内蒙
古赤峰市河南街道马鞍山村，习近平总书记
再次强调，产业是发展的根基，产业兴旺，乡
亲们收入才能稳定增长。

肉牛养殖成效现，因地制宜是关键

天边刚吐出鱼肚白，46岁的养牛户马俊
林和妻子就忙活起来。

宁夏固原市泾源县大湾乡杨岭村，5 月
中旬夏意渐起，正是牲畜开始长膘的时候。

“一头牛一年至少净赚 5000 元。种上
‘牛庄稼’，不愁过不上好日子。”说起养牛带
来的变化，马俊林的话匣子打开了。

早几年，杨岭村只有一条水泥路通往山
外。和村里大多数贫困户一样，他家还住着土坯
房，种着几亩薄田，农闲时打打工，日子勉勉强
强地过着。“没致富的路子，只能受穷。”他说。

2016年7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冒雨到
他们村考察。“当时村里也有养牛的，但不成
规模。”杨岭村党支部书记张顾杰说，“总书记
到我们村考察后，大伙对发展草畜产业有了
极大信心。”

当地鼓励农户黄牛育肥的同时又引进安
格斯基础母牛，这种牛产下的小牛犊卖价要
比普通黄牛高2000元。

上个月，马俊林养的3头牛出栏了，净赚
1.5万元。“我还有12头牛，这两年牛市稳定，
准备贷款补栏。”他说。

在村里调研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因
地制宜，把培育产业作为推动脱贫攻坚的根本
出路。4年来，杨岭村老百姓找准产业路子见
了成效，这正是落实总书记指示的具体实践。

2013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时
指出，“贫困地区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把
种什么、养什么、从哪里增收想明白”。

搞农产品加工、发展乡村旅游等二、三产
业，同样也要因地制宜。2017年1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河北张家口市张北县小二台镇德胜
村强调，“要因地制宜探索精准脱贫的有效路
子”；2019年9月，他又在河南信阳市新县田
铺乡田铺大塆指出，“发展乡村旅游不要搞大
拆大建，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把传统村落
改造好、保护好。”

生态优先结硕果，绿色发展正红火

出凤凰古城，往西南行驶一会儿，就到了
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廖家桥镇
菖蒲塘村。

这里柚子、桃子、蜜橘、椪柑、猕猴桃等果
树漫山遍野，水泥路平坦整洁，“小洋房”错落有
致。浓郁的柚子花香里，忙着给桃子套袋的王安
全起身擦汗，说：“村里这些年的变化太大了！”

菖蒲塘村山下耕地少，山上土层薄，村民
长期靠种水稻、玉米勉强维持生计。当地民谣

唱的是“有女莫嫁菖蒲塘，家里只有烂箩筐”。
为摘掉“穷帽子”，王安全等人带头到外

地学习水果种植技术，考察水果市场，先后引
进蜜橘、椪柑、柚子、猕猴桃等品种。大伙克服
了种种困难，种出了优质水果，一车车水果运
到山外，村民收入芝麻开花节节高。

扶贫开发要“同保护生态环境结合起
来”——总书记2013年到菖蒲塘村调研时提
出的要求为村民们发展绿色生产明确了方向。
王安全举了个例子：“给柚子套袋，一个袋子两
毛钱左右，但保证了水果表面干净美观，也减
少了农药使用量，每个柚子能多卖一块多钱。”

截至去年底，全村特色水果种植面积发
展到 4854 亩，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013 年的
6121元增加到23419元。

王安全感慨：“我们的绿水青山靠着精准
扶贫变成了金山银山，以后也要继续守护好。”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
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
一以贯之的思想。

2015年2月13日，他在陕甘宁革命老区
脱贫致富座谈会上要求，在发展中要坚决守
住生态红线，让天高云淡、草木成荫、牛羊成
群始终成为黄土高原的特色风景。上个月，他
在陕西秦岭考察时再次指出，绿水青山既是
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

希望乡亲们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之路，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

借力电商销路宽，多种经营防“卖难”

这两天，一场新雨后，山上的野草旺长起
来。在河南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的四
方景家庭农场，农场主杨长太一边安排人除
草，一边又要急着去村头的电子商务进农村
服务站，与快递员对接发货事宜。

“志智双扶过上好日子，上下同心走出好
路子”，这副贴在农场入口处的对联很亮眼。

2011年，杨长太因车祸受伤，身体基本恢
复后他想创业，却因不懂技术，下大力气种植的
苗木花卉都枯死了。钱没赚到，还欠了很多债。

“被识别为贫困户的时候，觉得很丢人。”他说。
在当地政府引导和支持下，脱贫后的杨

长太成立了家庭农场，主打生态农业和苗木
花卉。直到2018年，在驻村工作队帮助下，原
先不懂电商的他“触网”了。东岳村结对帮扶
单位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打造了云书网，农场
与云书网等电商平台合作，半年时间杨长太
就有了30多万元收入。

2019年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岳村
调研。他提出要积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和快递
业务，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增加农民收入。这
更坚定了杨长太的信心，加大了线上销售力度。

村里的养鸡专业户、蜜蜂养殖户、种植专
业户等也纷纷加入到他的农场销售网络，加
上与东岳村电商精准扶贫服务中心合作，形
成了“农场+贫困户+电商”的销售模式。

北京、上海、郑州……销售网铺得越来越
广，杨长太的干劲儿也越来越足。“以前寄东西
要到县城，现在一个电话快递员就上门了。”杨
长太说，“我还准备请网红主播来推广东岳村，
把乡亲们的大米、鸡蛋、蜂蜜、茶叶等推出去。”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3月6日在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利用互联网
拓宽销售渠道，多渠道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

一座座电商架起的桥梁连通了小农户和
大市场，而对于规模化的产业发展，习近平总
书记也十分关心。2016年5月23日，他在黑龙
江伊春市考察友好林业局万亩蓝莓产业园时
叮嘱大家，发展林下经济一定要注意研究市
场，突出多种经营，防止一哄而上、产销失衡。

白茶扎根发新芽，稳定致富靠人才

5月11日下午，在贵州普安县地瓜镇屯
上村的“感恩茶园”，浙江茶叶专家钱义荣正
在向茶园工作人员传授管护要点。

“捞沟主要是为了雨季排水，沟不要太
深，但是要有一定的斜坡。”他一边示范一边
讲解。站在一旁的管护人员谭化爱和张梅看
得认真，听得仔细。

2018年4月，浙江安吉黄杜村20名农民
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种植白茶致
富的情况，提出愿意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
贫困地区群众脱贫。习近平总书记肯定他们
的做法，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
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
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

当年底，2000亩种满“白叶一号”的“感
恩茶园”就在普安县地瓜镇屯上村和白沙乡
卡塘村落地生根，覆盖了贫困户862户2577
人。一年多过去，茶苗长势喜人，今年 3 月 5
日迎来了打顶初采。

45 岁的谭化爱是在“感恩茶园”务工的
一名贫困户。“每个月 3000 元固定工资，工
作稳定还能照顾家。”谭化爱说，“这一切都要
感谢浙江安吉的捐赠者，也要感谢党和政府
投资茶园建设。”

今年以来，屯上村的“感恩茶园”打顶采
摘、锄草、施肥用工3180人次，预计从明年开
始逐步迎来规模性采收。

“吃水不忘挖井人。”村委会主任蒋成勇
说，“最好的报答方式就是种好白茶、种出成
效，通过白茶产业走上致富的道路。”

发展特色产业、长期稳定致富，都需要人
才。对产业扶贫中的人才问题，习近平总书记
格外重视。2018 年 2 月，他深入大凉山腹地
四川昭觉县三岔河乡三河村调研时把要求提
给了干部群众：要培养本地人才，引导广大村
民学文化、学技能，提高本领，还要移风易俗，
通过辛勤劳动脱贫致富。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
的起点。”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激励着乡亲们迈
向脱贫致富新征程！（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首次从全国普通高校
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士官
据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记者从国防部征兵办公室

获悉，2020年从普通高校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士官工作全面
展开，全国征兵网（http://www.gfbzb.gov.cn）将于15日开
通直招士官网上报名窗口。

据了解，国防部征兵办公室今年将首次面向全国普通
高校毕业生直接招收士官，招收专业涉及计算机、道路运
输、自动化、通信、机电设备、机械设计制造、医学技术、语言
等专业。招收对象为普通高校毕业生，所学专业符合今年部
队提报的岗位需求，优先招收高校应届毕业生。

为实现部队岗位需求与地方应征青年专业特长精准对
接，今年直招士官工作将与下半年义务兵征集同步展开，8
月1日开始，9月30日结束。网上报名流程将作相应调整：
首先，按照部队所提需求，依托全国征兵网面向社会公开发
布招收信息，组织网上报名；其次，系统梳理各地符合专业
要求的高校毕业生报名信息；最后，根据各地应征报名情
况，下达各省（区、市）招收计划。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

新华社拉姆安拉5月13日电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3
日晚表示，巴勒斯坦将重新考虑与以色列和美国达成的所
有协议。

阿巴斯说，以色列背弃了与巴勒斯坦达成的协议，在美
国怂恿下，正计划吞并巴勒斯坦被占领的土地，主要是东耶
路撒冷和约旦河谷。如果以色列政府宣布吞并约旦河西岸

“任何一块土地”，巴勒斯坦将不再遵守与以色列和美国达
成的所有协议。以色列和美国将对以方吞并巴勒斯坦土地
的危险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巴勒斯坦将重新考虑
与以美达成的所有协议

阿巴斯：

意甲有望于6月13日重启
据新华社罗马5月13日电 意甲联盟13日发表声明，

暂定于6月13日重启联赛。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意甲联赛在3月停摆。随着近期意

大利境内的疫情情况持续好转，意大利政府已经允许球员返回
俱乐部进行单独训练，并且从本月18日起可以恢复集体训练。

目前，意甲联赛已经战至第26轮，其中第25轮仍有数
场比赛尚未开打。据意大利媒体报道，若如期复赛，联赛将
首先结束第25轮的所有比赛，之后所有球队将一周双赛，
整个赛季会在8月2日前结束。

在意甲积分榜上，尤文图斯以63分暂居第一，拉齐奥
以一分之差紧随其后。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3 20085 8 3 5
排列5 20085 8 3 5 0 2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多国政党政要呼吁：

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反对借疫情搞污名化
据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近日，世界多

国政党政要通过不同方式向中共中央对外联
络部表示，各国应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加强抗疫合作，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各方并积
极评价中国疫情防控成效和对国际抗疫合作
的贡献，反对将疫情政治化和对他国污名化。

尼泊尔共产党主席、总理奥利表示，在
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
政府及时采取有力举措，短期内有效控制疫
情，并积极推动抗疫国际合作，尼方对此高度
赞赏。尼政府和人民感谢中方的宝贵支持，认
为中国的抗疫经验值得世界各国学习，愿同
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共同抗疫。

斯里兰卡人民阵线党领导人、总统戈塔
巴雅表示，患难见真情，斯政府和人民衷心感

谢中方为斯里兰卡抗击疫情提供的慷慨援助
和分享的经验做法。中国为全球抗疫所作贡
献有目共睹，我们坚决反对针对中方和世卫
组织的污名化。斯方愿与中方携手加强抗疫
国际合作，维护全人类生命健康。

印度尼西亚民主斗争党外事委员会主
席、人民协商会议副主席巴萨拉表示，疫情面
前，人类命运与共。我们反对一些势力将疫情
政治化，并将疫情作为攻讦其他国家和进行
国内政治斗争的武器。我们高度赞赏中方推
动国际抗疫合作的努力，呼吁各国政党为抗
击疫情凝聚共识和力量。

巴基斯坦人民党领导人、参议院副主席
曼德维瓦拉表示，我们坚决反对某些国家污
名化中国的做法。借疫情“甩锅”是冷战思维

在作祟。巴方感谢中国共产党向巴各政党致
信介绍中方抗疫经验，愿继续与中国共产党
深化沟通交流，共同推动世界政党加强抗疫
合作，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格鲁吉亚“格鲁吉亚梦想－民主格鲁吉
亚”党执行书记科巴希泽表示，我们高度赞赏
中方为在华格鲁吉亚公民提供帮助，并向格
方提供医疗和资金支持。我们支持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倡
议，愿为加强抗疫国际合作作出贡献。

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主席
兼第一书记、总统姆南加古瓦表示，疫情是人类
共同的敌人，国际社会应团结协作战胜病毒。中
国为遏制疫情蔓延付出了巨大代价，也为国际
抗疫积累了有益的第一手信息和经验，中国贡

献应该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津方将继续与中
方并肩作战，团结合作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南非共产党第一副总书记马派拉表示，
我们对中方为战胜疫情付出的巨大牺牲深表
感激。中共与世界政党一道发出加强国际抗
疫合作的共同呼吁，为国际社会最终赢得疫
情防控指明了方向。

埃及自由埃及人党主席哈利勒表示，中国
的行动再次向世界证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是维护人类健康安全的必由之路。将疫情政治
化和对他国污名化不得人心，各国应将注意力
集中到抗疫合作上来。

塞尔维亚社会党主席、政府第一副总理
兼外长达契奇表示，中国人民站在抗击疫情
战斗的第一防线上，为世界人民的健康安全
作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值得世界各国的尊
重。塞方强烈谴责一些国家在疫情问题上的
政治化、极端化言行。中国在这次全球公共卫
生危机中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出
高度的国际责任感，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赞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