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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1

2

债务人

长沙新泓信
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湖南省高富
进出口贸易
有限公司

本金（元）

98,000,000.00

20,764,924.47

利息（元）

42,320,785.85

18,646,702.74

利息计算
截至日

2020年4
月20日

2020年4
月20日

担保情况

抵押物：债务人名下位于宁乡市夏铎铺镇金洲大道 299号的三宗国有
土地使用权，面积合计 112187.6 平方米，使用权性质住宅用地。保证人：
赵泉清、谢慕。

抵押物：长沙新泓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乡市金洲新区金
洲大道 299 号的一宗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 30803.9 平方米，使用权性质
住宅用地。保证人：长沙新泓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郴州嘉泰园林工程
有限公司、赵素琪、湖南省锦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赵泉清、谢慕。

单位：人民币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分公司拥有对长沙新泓信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湖南省高富进出口
贸易有限公司等 2 户 （债权资产基本
情况如下表） 债权资产，拟依法进行
处置，现予以公告。

交易条件为：买受人信誉良好，
资金来源合法合规，可承担购买债权
所带来的风险。

交易对象的要求：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
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
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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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

公告有效期限：自公告发布之日

起20个工作日；在公告期内受理投资
者对该资产处置的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731-84845037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五一大

道976号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

报电话：胡女士 0731-84845049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湖南省分公司
2020年5月21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资产处置公告

注：1、如本金余额与借款合同或借据金额不一致，以借款合同、借据、法院裁判为准。
2、以上债权情况仅供投资者参考，实际以投资者阅档自行判断为准。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拟对湖南
省华鑫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等 6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
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 53,736,531.91 元,
其中债权本金 15,647,020.17 元，债权利息 38,089,511.74 元。
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全部分布在岳阳市湘阴地区。

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境内依法成立的法人、自然人或
其他组织，并应具备充足的注册资本、良好的资信证明等条
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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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
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
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
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15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

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湖南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齐跻绩 联系电话：0731-84120155
电子邮件：qijij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 288 号金色地

标大厦第26-27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731-8545934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tangchengzhi@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

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2020年5月21日

资产处置公告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拟对湖南

挑一饲料厂等 12 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 7033.41 万元，其中债权本金
1947.39万元，利息5086.02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全部
分布在湖南省娄底市地区。

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境内依法成立的法人、自然人或其
他组织，并应具备充足的注册资本、良好的资信证明等条件，但国
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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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
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
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
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15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

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湖南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齐跻绩 联系电话：0731-84120155
电子邮件：qijij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 288 号金色地

标大厦第26-27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731-8545934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tangcheng-

zhi@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

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2020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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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初夏的夜晚，驱车在武陵山腹地的
凤凰县千云旅游公路，大山静默，夜色
深邃。忽然，一片错落有致的灯光划破
夜色，依稀还有缥缈的人声。

穿过成片的竹林，便来到麻冲乡竹
山村。

依山而建的民宿灯火明亮，临崖泳
池波光梦幻，人们水中嬉戏，开启手机

直播，秀野趣，秀浪漫。
这是一个北距凤凰古城约 30 公里

的深山苗寨，曾是深度贫困村，如今人
气异常火爆。今年“五一”假期，1.23 万
省内外游客纷至沓来，抖音网络平台点
赞留言超10万次。

沉寂多年的深山苗寨，何以蝶变成
“网红”？

“窗前沱江流淌，听风枕月，好生惬
意！”5 月 10 日，竹山村“竹山乡居”民
宿，44栋客房又是满房。

常德游客高琳和闺蜜们在独立的
院子里，凝山观水，练习瑜伽。她说，在
抖音刷出了竹山，一副“网红”气质，一
眼就“种草”，慕名前来度周末。

“五一”假期后的首个周日，记者来
到竹山村。村里旅游红火，省内外的私
家车接踵而来，还有两台分别来自山西
太原和浙江杭州的房车。村子里，古树
参天，沱江蜿蜒。老竹、岩洞、高如、他冬
4个寨子古朴又多姿。

被大山深锁，被库水阻隔，竹山村
曾是深度贫困村，是大湘西脱贫攻坚
的“硬骨头”。全村 310 户 1256 人中，
原 有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65 户 274 人 。
2018 年 3 月，省文化和旅游厅驻村帮
扶竹山村。

“竹山建寨500多年，苗族建筑、民
俗保存完整，是中国传统村落。”省文化
和旅游厅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刘建军
介绍，驻村开始，工作队调研认为，竹山
发展旅游有难得的文化和生态资源优
势，决定把旅游业作为脱贫攻坚的主导
产业。

2018 年底，岩洞寨 55 栋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住房建成，而大多村民因房子
临水不愿搬，最终只搬进11户。

44栋新房，村民不想要，怎么办？
“房子临沱江，游客会喜欢。”刘建

军深谙湖南民宿发展情况，发展民宿业
态也是竹山旅游谋划的重点之一。

于是，工作队请厅里衔接委托专业
公司高标准完善民宿发展规划，反复与

当地政府就旅游资源开发、引进市场主
体、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的后续产业等问
题商议。

竹山村的旅游发展规划日渐清晰。
“省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快速到位，

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旅游厕所等公
共服务基础设施相继建成，村容村貌大
变。”刘建军说，思想保守的村民对发展
旅游有了新看法。

2019年7月，竹山村引进凤凰旅投
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投资开发竹山乡村
旅游。同年底，44栋临崖安置房蝶变“竹
山乡居”高端民宿，今年3月正式对外营
业以来，几乎天天爆满。

竹山村是中国传统村落，村里还有
100多栋苗家传统民居，大多成了危房。
怎么改？是推倒重建，还是修复保留民
族特色？

“发展乡村旅游不是造景，即使摘
帽时间紧迫，该慢的要慢一点，保留原
生态，旅游才能可持续。”刘建军说，工
作队协调争取上级传统村落保护资金
300万元，对苗寨修复保护，修旧如旧。
危房改造的同时，宣传我省“湘村客栈”
建设项目奖补政策，鼓励村民发展民
宿，拓宽增收门路。

10 日傍晚，记者来到村民隆求选
家的“凤栖苑”，这是危房改造后村里第
一家民宿。株洲荷塘区游客文秋一家在
此度假：“主人好客，房子干净，128元一
间房含3餐，舒适又满意。”

2019 年隆求选一家因在竹山景区
从事保洁工作实现脱贫摘帽，今年“五
一”，自家民宿营业。他笑称：“游客更多
了，今年有信心，不返贫！”

在“半坡部落”老竹寨，86 岁的老
人石香莲织布 70 年，她怎么也想不
到：现在同样是在家里“打花边”，只是
换作展示给游客看，每个月就能收到
旅游公司发放的工资 1800 元；自家的
房子自己照常住，还可收每年 3000 元
的房租。

记者走进“半坡部落”，像是来到一
座行走的非遗“超市”，织布坊、豆腐坊、
晒谷坪、银器坊、一弯稻田……传统农耕
民俗场景变成旅游产品，老寨子变成景
区，村民自如地扮起了“演员”，只管还原
生活场景。

蜡染布成为游客争相拍照的“网
红”背景，簸谷、打草鞋、磨豆腐，游客跃
跃欲试。

这是凤凰旅投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打
造的《爱在竹山》景区。

“竹山传统文化保存好，是发展旅游
的一张名片。”凤凰旅投开发建设有限公
司董事长张顺心说，利用好这乡情乡味，

“口味”刁钻的游客才会喜欢。
2019 年 7 月起，短短半年时间，凤

凰旅投公司投资3200万元，打造的《爱
在竹山》景区、星空露营基地、苗岭无边
界温泉泳池、“竹山乡居”民宿、竹山酒庄
等特色休闲度假产品相继投入运营，一
炮而红。

记者在景区见到了竹山“网红”导
游——村民龙炳妹。她正在石板小路上
教游客学苗语，不时客串一下“农耕小
戏”的舞蹈演员。今年以来，竹山景区在
我省精品旅游线路云平台“游潇湘”、抖
音等开展直播营销。龙炳妹的讲解质朴
又鲜活，收获一批“粉丝”，人气直线飙
升，“导游工作不仅做得开心，收入也满
意，每月出全勤有2800元。”

在“半坡部落”扮演“农耕使者”的建
档立卡贫困户吴国安激动地告诉记者，
不久前，他的黄牛也“领”工资了，每年有
4000 元！“我和牛都要认真扮演好角
色。”他说。

村落变景区，村民变“演员”。竹山村
人均纯收入由2014年的1800元增长到
2019年的12600元，贫困发生率下降至
0.6%，成功脱贫摘帽。

“竹山村”的启示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深度贫困村竹山村，依托
旅游产业，实现了巨变，创造了
经验弥足珍贵的湖南旅游扶贫

‘竹山样本’。”省文化和旅游厅
副厅长高扬先近日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竹山村作为省文
化和旅游厅驻村帮扶点，也是
整合资源全力打造的旅游扶贫
示范点，值得推荐。

“省文化和旅游厅充分发
挥行业优势，帮助整合资金、
协调项目，让资源有效规划和
利用。同时，地方政府执行有
力，市场主体专业开发，村民
积极参与。”高扬先说，凝聚合
力是“竹山样本”的根本，对接
市场是“竹山样本”的关键。实
践证明，“竹山样本”是成功
的，市场评价反响好。有条件
有资源的后发展地区，可从 5
个方面借鉴：一是观念要转
变，二是力量要整合，三是市
场要对接，四是机制要建好，
五是利益要共享。

湖南70%以上的优质旅游
资源分布在武陵山、雪峰山、罗
霄山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全省
51个重点贫困县基本上是绿水
青山、生态文化旅游资源富集
的地方。全省8000个建档立卡
贫困村中，有近2000个村具备
发展乡村旅游的基本条件。

乡村旅游拥有强大的市
场优势、新兴的产业活力、强
劲的造血功能和巨大的带动
作用。近年来，湖南大力实施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工程，旅游
扶贫在我省脱贫攻坚中发挥
着生力军的作用。2016年省政
府表彰的 100 个“脱贫攻坚示
范村”中，有 32 个是旅游扶贫
重点村。

今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收官之年，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出境游受到限制，
省内游正引领旅游复苏，生态
健康的乡村旅游迎来前所未
有的机遇，为后发展地区提供
了新契机。湖南正在组织策划
开展“湖南人游湖南”活动、

“送客入村”行动、春夏秋冬四
季乡村文化旅游节，全力推进
全域旅游，决胜脱贫攻坚，助
力乡村振兴。

凤凰县麻冲乡竹山村村民
龙送梅领取到工资卡。

旅游带来了人气，景区与村民如何
互利共赢？

“我是公司员工，不仅有工资，还有
分红。”《爱在竹山》景区豆腐坊“演员”
吴显字说。

原来，省文化和旅游厅驻村帮扶工
作队在规划竹山旅游发展前景时，就会
同当地政府，创新建立“企业+合作社+
农户”的旅游扶贫“新招式”。

凤凰旅投公司安排村民务工，比如
“竹山乡居”人均年收入达 2.7 万元。租
用村民住房，每年每户租金3000元，并
按3年5%的标准递增。签订建档立卡户
委托帮扶协议，2019 年每户分红 300
元。成立竹山旅游合作社，直接提供就
业岗位。目前，在公司务工的村民有120
人。公司每年向村组提供5万元的村集
体经济收益。

“现在，村民参与旅游的积极性非
常高，对待游客十分热情。”凤凰县麻冲
乡党委书记杨晓莉欣喜地看到，旅游产
业扶贫又扶志，村民自力更生、敢闯敢
干的劲头被极大地激发。

“竹山变化太大，旅游的感染力和

魅力更大，我们打算稳稳地在家做旅
游，争取做出个‘网红’民宿来！”岩洞寨

“小夫妻”唐丽喜和龙凤江，都是“95
后”，过去在浙江萧山打工，2019年回到
竹山，唐丽喜在景区做保安，龙凤江扮
演“乡恋”村落剧的“新娘”，两人每月工
资都是 1800 元。今年“五一”，他们的

“印心石屋”民宿开张营业了。
麻玉姐等20个手艺人，计划加入省

文化和旅游厅指导成立的竹山“非遗”
工坊，既有一份稳定收入，又能传承手
艺。

曾经的“刺头”龙国文，被工作队发
展成为村秘书，现在带头成立合作社，
发展油茶、旅游产业。

眼下，凤凰县借力千云旅游公路通
车，谋划发展包括竹山在内的长潭岗旅
游度假区，乡村旅游正大有可为。

“竹山要‘长红’，迈向乡村振兴，不
仅需要多方凝聚合力，还要实现产业融
合。”省文化和旅游厅驻村帮扶工作队
队长刘建军介绍，工作队动员村民种植
油茶162亩，扩种猕猴桃303亩，发展香
梨100亩，今年都将挂果。

2 市场运作，村民变“演员”

3 共享融合，“网红”变“长红”

2019年12月27日，凤
凰县麻冲乡竹山村，游客在
体验苗族民俗文化。

2019年12月19日，凤凰县麻冲乡竹山村“竹山乡居”民宿。 （本版图片均为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