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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分公司拥有对醴陵金正瓷业有
限公司的债权，拟依法进行处置，现予
以公告。

债权金额：截至 2017 年 5 月 10
日，本金余额人民币 11,999，921.84
元 ，利 息 余 额 人 民 币 2,183,907.05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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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
决为准。）

债权担保措施：抵押物 1：抵押人
醴陵金正瓷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醴陵
市新阳乡荷塘村工业的配套用房 13
栋，面积12895.8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1 宗，面积 19681 平方米；抵押物 2：位
于醴陵市渌江乡开发区杨冬芝、张冬
莲共有的土地使用权 1 宗，面积 92.8
平 方 米 ，住 宅 用 房 1 套 302.57 平 方
米。保证人：杨金辉。（本公告披露的
相关担保情况仅供投资者参考，以投
资者阅档自行判断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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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个工作日；在公告期内受理投资
者报名和对该资产处置的有关异议和
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
张先生 0731-84845080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

五一大道976号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

报电话：
周先生 0731-84845036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分公司
2020年7月22日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分公司拥有对娄底地区的长沙
颜博科技实业有限公司等 19 户债权，
拟依法进行处置，现予以公告。

债权情况：债权金额合计517,508,
533.03 元，（本公告债权数据金额单
位：人民币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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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判决为准）

债权担保措施：抵押物包括各类房
产、土地。担保人：刘正良等人。（本公
告披露的相关担保情况仅供投资者参

考，以投资者阅档自行判断为准）请投
资者登录华融网站查询或与有关部门
接洽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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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先生 熊先生
联系电话：0731-84845080

0731-84845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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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先生 0731-84845036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分公司
2020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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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处置公告

湖南体彩
官方微信 ·体彩之家·

7月17日，“你未必光芒万丈，
但始终温暖有光”中国体育彩票品
牌推广系列活动湖南第一站幕启
娄底，邀请市民朋友一同穿越“时
光隧道”，重走 1994-2020 的岁月
旅程。本次活动由湖南省体育局
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办，湖南红网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湖南省体
育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任曹品
质、娄底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局
长袁华荣等领导和嘉宾出席。

互动游戏+高能嘉宾
现场笑声连连

为积极响应国家体育彩票管
理中心号召，充分发挥体彩公益属
性，将体育彩票与全民健康巧妙融
合，活动设有“动感单车”、“趾压板
跳绳”、“呼啦圈”、“仰卧起坐”、“拍
照区”五个游戏互动区域，分别代
表力量、勇气、平衡、耐力和健康，
现场观众集齐五枚印章，就能领取
纪念礼品。

本次活动以“你未必光芒万丈，
但始终温暖有光”为大主题，同时以

“健康中国 光芒燃动——点亮健康
中国”为传播主题，邀请大家参与全
民健身，为健康中国助力。

“时光长廊”感受责任
彩票公益路

活动展区部分用几组简短却
有分量的文字组成了体彩 26 年的

“简历”。1994年3月启程；2001年
10 月推出竞猜型彩票游戏；2005
年，体彩公益金加大社会公益事业
力度；2011 年，中国体育彩票实现
开奖过程网络直播，接受社会公众
和购彩者的监督；2018 年，体育彩
票年发行量达到2869亿元，筹集公
益金670亿元……

曹品质表示：26 年来，中国体
育彩票始终以“建设负责任、可信

赖、健康持续发展的国家公益彩
票”为发展目标，肩负着“促进社会
公益事业发展，丰富人民群众文化
生活”的使命，秉承“公益体彩 乐
善人生”理念，建设“负责任、可信
赖、健康持续发展的国家公益彩
票”，不断超越自我，在创新求变
中，持续打造温暖有光的微公益平
台。例如湖南体彩就组织开展了

“体彩爱心行”“公益体彩 快乐操
场”“公益体彩 赢在社区”“公益体
彩 校园足球”“公益体彩三湘行”
等系列品牌公益活动，为社区、乡
村、学校、福利院等提供体育设施，
惠及人群上百万。

活动是“偶遇”
体彩是“老朋友”

集齐了5枚印章的唐先生告诉
我们：“原本是来逛商场，却‘偶遇’了
这场活动，想着‘走过就不错过’来看
一看玩一玩，没想到还挺有趣。”他还
表示，之前虽然没有购买过体育彩

票，但因为常去运动场馆锻炼，所以
从宣传标语中也知道这些场馆设施
有体育彩票的支持。但是直到今天，
在现场才更直观地了解了体育彩票
对群众日常锻炼的投入和支持。

袁华荣在接受采访时介绍：
“目前娄底市共有体育馆 14 座，运
动场 381 个，游泳池 32 个，各种训
练房222个。开展了全民健身运动
166 项次，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
达到 185 万人次，新建农民体育健
身工程的行政村719个。这些和群
众息息相关的体育场馆、设施、赛
事活动，都离不开体彩公益金的支
持，也得益于体育彩票的发行。”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
暖有光。”中国体育彩票品牌推广
系列活动娄底站启幕，接下来，永
州站、衡阳站、益阳站和长沙站将
陆续登场。

（周雨墨 文/陈放 图）

7月9日下午，株洲市体彩分中心向株洲市牛牛青少
年足球俱乐部捐赠250个青少年足球，助力青少年体育运
动发展。“少年强则国强”，中国体育彩票作为国家公益彩
票，筹集的公益金广泛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的发
展，在助力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方面也不曾缺席。在我
省，各级体育部门每年将60%以上分配给本级使用的体彩
公益金用于实施全民健身计划，主要用于建设公共体育设
施与捐赠体育健身器材、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开展青少年
体育训练与竞赛、校园足球、资助学校体育等工作。

（关 宁）

湖南体彩品牌推广首站活动在娄底欢乐开启

湖南体彩品牌推广娄底站多人
在现场体验刮彩。

株洲市体彩分中心向当地一家
青训营捐赠足球。

湖南日报记者 刘燕娟
见习记者 梁可庭 通讯员 廖远哲

【慈利速览】
慈利县对涉及扶贫资金的腐败问题

“零容忍”，充分发挥派驻纪检监察组和村
务监督委员会“贴身式”监督的优势，对相
关行业部门的扶贫政策落实情况、扶贫项
目实施情况、扶贫资金去向进行全程监督，
对敢动扶贫“奶酪”者严肃查处。

【现场目击】
7月上旬，慈利县甘堰土家族乡金桂

村。宽阔的道路两旁是茂盛生长的玉米
地，间或传来鸡、鸭、鹅的叫声，村民于维

月正忙着搅拌饲料，喂养鸡苗。
“今年的玉米长起来之后，我把这几

亩地改造成了养殖场，现在有土鸡、土
鸭、鹅几百只。”说起自己的“脱贫致富
经”，于维月来了兴致，“大家都说我胆子
大，那是因为我在政府的帮助下，家禽幼
苗养殖技术有保障，销路也不是问题。”

今年 50 多岁的于维月在 2014 年被
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因身患疾病无
法外出务工，只好在家从事农田生产。
凭着勤劳和不服输的劲头，2015 年全家
实现了脱贫。

对于维月来说，脱贫不是目标，他还
想依靠发展小产业让全家过上好日子。

今年上半年，县纪委监委查处了一

起生态扶贫领域腐败案件，给于维月退
还了816元生态扶贫款。钱虽然不多，但
很及时。“扩建养殖场之后，我正愁没钱
买鸡苗，纪委退还的这笔钱真是一场‘及
时雨’，我马上购买了100多只土鸡苗。”
于维月高兴地说。

这笔钱为何要退还给于维月？原
来，2014年，原金岩村（后合并为金桂村）
村支书徐某截留了村民的林地林木转让
费 94933.8 元，用于村级道路硬化工程，
涉及群众 118 户，其中包括 31 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县纪委监委在开展生态扶贫
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时，发现
了这一问题，并对相关人员立案查处。
今年 6 月 19 日，资金退还大会在金桂村

村部召开，现场退还了未发放的款项。
生态扶贫资金是贫困群众的“救命

钱”，绝不允许从贫困群众的口中夺食。县
纪委监委充分发挥派驻纪检监察组和村务
监督委员会“贴身式”监督的优势，紧盯扶
贫项目实施和扶贫资金去向。去年以来，
全县共发现生态扶贫领域问题线索17起，
立案17件，查处党员干部19人，追缴资金
68.72万元，其中退还群众56.6万元。

“我们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扶贫领域
腐败问题，全面排查问题线索，资金流向
一并一查到底，并督促相关行业部门以
案促改、整章建制，让扶贫资金绝不‘跑
冒滴漏’，全力护航脱贫攻坚。”慈利县纪
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屈春林表示。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吴哲

【绥宁速览】
绥宁县位于湘西南边陲，2018 年脱

贫摘帽。去年下半年以来，该县纪委监
委以认识有高度、创建有方案、组织有保
障、管理有制度、治理有效能、监督有机
构、教育有阵地、乡风有新貌、群众有认
同、干部有口碑的“十有”标准为抓手，深
入开展“廉洁村”创建行动，以解决群众
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护航脱贫攻坚。

【现场目击】
6月29日，艳阳高照。绥宁县唐家坊

镇赖梅村，崭新的水泥路入村入户，村民曾

清华正在家中自来水下洗菜。可一年前，
村里的路还是泥浆路，用水要去远处挑。

“现在，路宽了，大家出行都方便了；
家里通了自来水，洗衣做饭卫生又方
便。”对于家门口的变化，曾清华开心地
说道，“多亏纪委的同志们。”

曾清华为什么对纪委的同志们心存感
激？原来，2019年，赖梅村启动村道硬化、
自来水通村工程，但是，村干部违规使用资
金，未经“四议两公开”就发包工程，村民们
怨声载道，并将情况反映给了县纪委。县
纪委将案件交给唐家坊镇纪委办理。

唐家坊镇纪委书记黄建华迅速带人
调查核实，最终，赖梅村原村支部书记赖
某、村主任阳某受到党内警告处分。之

后，以此案为鉴，结合市、县开展的“廉洁
村”创建行动，该镇出台了《关于建立村
级重点项目备案监管制度的通知》，规范
村级“微权力”。

在镇纪委的组织下，赖梅村召开党
员及村民代表大会，推荐11名代表成立
修建院落入户道路组委会，由村民代表
负责道路修建工作，村干部负责监督。
修路资金的入账和使用都由村财务监督
委员会负责，并逐笔公示。同时向镇里
提交村级重点项目备案监督申报表，解
决“不监督、难监督、乱监督”问题。2019
年 12 月，院落入户道路硬化完工，共有
1208名村民直接受益。

去年下半年以来，绥宁县在“廉洁

村”创建行动中，以认识有高度、创建有
方案等“十有”为标准，初步形成“高位推
动创、激励引导创、压实责任创、清单提
示创、分类指导创、营造氛围创”的良好
机制，有效减少了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
发生。截至今年6月底，全县共清查出群
众身边“微腐败”问题 321 个，查处 388
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56人，追缴违纪资
金296.09万元，清退资金75.73万元。

绥宁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唐远
伟表示，治理扶贫领域“微腐败”，目的就
是要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
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让扶贫领域

“微腐败”无处遁形，不断增强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绥宁：创建“廉洁村”亮剑“微腐败”

湖南日报7月 21日讯（记者
陈勇 通讯员 李维）记者从昨天召
开的省慈善工作座谈会暨2020年
99公益日活动培训会议上了解到，
省慈善总会着力打造的“互联网+
慈善”公益慈善新生态，在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疫情期间，该会共募集款物 9900
多万元，使用款物9800多万元。

近年来，我省围绕“大慈善、大
平台、大数据”发展目标，广泛团结
慈善组织、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和

慈善受益人，通过互联网助力公
益，着力打造公益慈善新生态，目
前效果开始显现。省民政厅一级
巡视员杨薇表示，“互联网+慈善”
已经成为现代公益慈善事业发展
重要引擎。

另据了解，2019年，省慈善总
会开展 99 公益日活动，共接受了
95.9万名爱心网友捐款，捐款总额
达 4800 多万元，成绩位居全国公
募机构第 13 名，创造了省慈善总
会历史最好成绩。

湖南“互联网+慈善”
助力疫情防控

疫情期间省慈善总会募集款物9900多万元

湖南日报记者 龚雅丽 实习生 彭竞兰

7月16日清晨，涟源市杨市镇东园村
公益银行门口挤满了人，大家将手里的

“存折”交给工作人员兑换奖品。“没想到
为村里做点事还能获积分、兑奖品，我
6 月份又积累了160分公益积分。”64岁
的村民彭馥香乐得合不拢嘴。

去年 8 月，涟源在杨市镇东园村、茅
塘镇石门村等地探索推行“积分制公益银
行”，将环境卫生、垃圾分类、志愿服务等
换算成相应积分，村民凭积分在“公益银
行”换取生活用品。“公益银行”一开张，便
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这是昨天志愿者参加活动的情况，每
一笔我们都及时录入。”孝亲敬老志愿者协
会办公室管理员梁伟正将志愿者参与爱心
活动的积分，录入公益银行“储户”系统。

“公益银行不存钱，存的是爱心，传播
的是正能量。”协会会员杜红英说。

建立公益银行，调动了广大群众参与
公益活动的积极性。今年初，涟源将公益

银行的成功经验向城区社区和志愿者协会
推广，并开发公益银行管理系统，为群众开
通网上账户，方便及时查询积分。

走进涟源市涟水名城小区，4名社区志
愿者正拿着垃圾钳、簸箕等工具清理路面
垃圾。“小区居民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高
涨，乱扔垃圾的少了，社区环境好了，邻里
关系也得到显著改善。”志愿者蒋丰荣说。

3月以来，涟水名城社区以楼栋为单
位组织座谈会，确定以理事会性质经营公
益银行，通过与爱心超市达成合作，以积
分兑换购物券、按分数挂牌评优评奖，激
励居民主动参与社区建设与治理。

“公益银行存储善行善举，通过‘志愿
者-社区-社会’点线面结合，成为带动社
区文明实践重要载体。”涟水名城社区党
支部书记谢振理说。

目前，涟源市建立起市乡村三级公益
银行管理模式，每级安排管理员和录入
员，各村、社区、协会根据自身特点制定相
应积分管理办法。截至6月底，全市共成
立公益银行13家，加入居民7890户。

“公益银行不存钱”
——涟源探索社会治理新模式

湖南日报7月21日讯（记者 唐亚
新 通讯员 周卫伟 刘彬）成本仅50多
元一盒的药片, 经层层包装变身减肥

“神药”，通过各级代理加价后，卖价竟
高达 880 元……记者从长沙市公安局
获悉，日前，长沙警方破获一起特大生
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件，抓获犯罪
嫌疑人 31 名，涉案金额达 4000 余万
元。

2019年7月底，长沙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接到群众投诉称，自己服用从某微
商处高价购买的名为“COSYZING 分
子肽植物压片糖果”（简称“CZ”溶脂
片）的减肥药后，出现心跳加快、心神不
宁等异常反应，怀疑该产品存在质量问
题。经抽样送检，该食品中含西布曲明
成分，属国家明令禁止在食品中添加的
物质。随后，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案件移
送长沙警方。

长沙警方迅速组成专案组开展专
项侦查，一个涉及浙江、河南、山东、云

南和四川5省的非法生产、销售有毒有
害减肥产品的不法团伙浮出水面。

经查，2018 年至 2019 年底期间，
犯罪嫌疑人张某姗（浙江温州人）在张
某静（四川攀枝花人）带领下，在微信上
销售添加了西布曲明的“CZ”溶脂片。
2019年底，与张某静产生矛盾散伙后，
张某姗单独联系浙江松阳的刘某、包
某，大量购买含有西布曲明成分的药
片，并租用浙江苍南一民房，安排其父
母 等 人 加 工 生 产 一 款 名 叫“KEEP
MYSTEPIOUS植物果蔬纤维片”的减
肥产品，通过微信朋友圈开展虚假宣传
并高价出售，还利用低门槛招募层级代
理，组织起庞大的销售网络，销往全国
各地。

7月10日，长沙警方展开抓捕行动，
共抓获涉案人员31人，捣毁位于浙江松
阳县、苍南县的3个生产加工窝点，查获
位于四川等地的5处仓库，现场扣押有毒
有害减肥产品3000余盒、原料药片30余
万粒、加工机器 2 台，冻结资金 300 万
元。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长沙警方破获一特大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廉价药片变减肥“神药”涉案人员被一网打尽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护航脱贫攻坚

慈利：“贴身式”监督严防扶贫资金“跑冒滴漏”

追寻历史 不忘初心
7月21日，长沙市开福区西园北里，党员在参观历史人文景点，了解

街巷历史和文化。当天，该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走进
历史街巷，结合本职工作开展以“寻初心、守初心、践初心”为主题的党日
活动，促进党员队伍作风转变，业务能力提升。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湖南日报7月 21日讯（通讯
员 王鸿 辛斌）今天，临澧县佘市
桥镇蒋家村贫困户蒋祖建特意写
了一首打油诗，感谢县纪委严明执
纪，让他领回了一笔“迟到”的分
红。

原来，蒋家村有200亩青脆李
采摘园属委托帮扶分红项目，按协
议约定，该村贫困户每年可分红
1.6万元。今年因疫情影响，该项目
去年的分红迟迟没有到位。经县纪
委监委、审计部门发现后督促整
改，日前，19名贫困户领到了迟来
的1.6万元。

今年3月以来，临澧县纪委监
委部署巩固拓展“一季一专题”集
中治理工作，并协调县审计局同步
开展扶贫领域项目资金专项审计，
组建联合督查组重点紧盯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过程中违规招投标、吃
拿卡要、截留挪用涉农资金，虚报
冒领产业扶贫资金，盘剥克扣专项
资金等问题。

督查组深入田间地头，直奔项
目现场，通过“四不两直”方式进行
督导检查。截至目前，发现处理各
类违纪问题 26 个，涉及资金 5212
万元，并已全部追缴到位。

临澧“纪检+审计”联动
追回违纪资金5212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