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告
下列机构经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湖南监管
局 批 准 ，颁（换) 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
阳光一百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43010017
许可证流水号：00673894
批准成立日期：1998年11月30日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南二环一

段518号阳光100新城2-8栋1层102号
发证日期：2020年8月11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湖南监管局

宁乡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历经铺
支行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
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编码：S0014S243010006
许可证流水号：00673890
批准成立日期：2020年7月28日
住所：湖南省宁乡市历经铺街道金南

社区创业大道与三一九国道交汇处（正大
广场）2栋112-115、120-123室

发证日期：2020年8月3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湖南监管局

下列机构因迁址换发《中华人民共和
国金融许可证》。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联支行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
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编码：B0192S243010043
许可证流水号：00673895
批准成立日期：2001年12月31日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五一西

路2号
发证日期：2020年8月18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湖南监管局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与湖

南仁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将其对借款人湖南金石矿

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湘西自治州武陵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金辉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

让给湖南仁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湖南仁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

告要求上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湖南仁隆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履行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湖南仁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8月20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与湖南仁

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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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记者19日从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国家卫健委办
公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印发了《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八版）》。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监察
专员郭燕红说，在诊疗方案的修订和完善过
程中，我们一方面总结临床经验，一方面不
断优化诊疗措施，使诊疗方案能够更科学、
更精准、更完善、更全面，更好地为提高新冠
肺炎的救治水平提供指南和规范的框架。

具体来讲，在流行病学特点方面，第八
版诊疗方案明确“传染源主要是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患者和无症状感染者，在潜伏期即
有传染性，发病后5天内传染性较强”，对传
染源和传播途径的表述进一步完善，同时增
加了“接触病毒污染的物品也可造成感染”
的表述。

在治疗方面，第八版诊疗方案提出
“不推荐单独使用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和利
巴韦林，不推荐使用羟氯喹或联合使用阿
奇霉素”，同时在重型、危重型病例的治疗
方面增加了“气道管理”“抗凝治疗”方面
的具体内容。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针对关于秋

冬季新冠肺炎疫情会不会卷土重来的疑
问，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
友19日回应说，经过半年多的实践，我们
有信心能够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我国的
新冠疫情不会再出现像年初武汉那样的严
重情景。

吴尊友在当天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说，他的上述判断是基于
两个事实：一是当武汉年初发生新冠疫情的
时候，有很多在武汉工作的人返回家乡，其
中有新冠肺炎病例输入到 30 个省份，由于
防控措施到位，除湖北以外没有一个省份总

病例数突破2000，30个省份中，也只有4个
省份病例数突破1000。

吴尊友说，第二个事实是，我国近几个
月出现的聚集性疫情，由于发现及时、措施
得力，很快得到了控制。他说，上述事实都说
明我国有能力及时控制住疫情。

吴尊友也指出，只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
家还有新冠疫情，对我们国家的疫情防控都
是威胁，疫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只是疫情
的规模大小不同而已，这取决于我们能不能
及早发现疫情，以及我们的防控措施能不能
全面彻底实施到位。

外交部：

敦促美国个别政客
认真倾听国际社会呼声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针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8

日说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失调，外交部发
言人赵立坚19日表示，中方敦促美国个别政客从中美两国和
世界各国人民福祉出发，认真倾听国际社会的呼声，推动中美
关系回到协调、合作、稳定的轨道。

赵立坚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一向认为，中美两国
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合作可以办成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
大事，中美对抗不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
发展事关中美两国和世界的当下与未来，符合中美两国人民
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他说，当前中美关系遭遇严重困难，原因在于一段时间
来，美国政府单方面挑起事端，肆意采取一系列干涉中国内
政、损害中方利益、严重破坏中美关系的言行。美国一小撮政
客出于一己之私利，蓄意煽动反华情绪，挑动对立对抗。美方
上述倒行逆施不得人心，已经并将继续遭到中美两国各界有
识之士和世界上爱好和平人民的强烈批判和抵制。

“我们敦促美国个别政客从中美两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福
祉出发，认真倾听国际社会的呼声，摒弃陈旧过时的冷战思
维，客观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美关
系回到协调、合作、稳定的轨道，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发
展。”赵立坚说。

马里18日发生军人哗变，总统凯塔和
总理西塞被扣留在军营。被扣留的凯塔当晚
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表示将立刻辞
职，同时解散国民议会和政府。

凯塔表情凝重，在讲话中表示，“我不
希望因为留任总统而发生流血事件，我已
经决定辞去（总统）职务。”

新闻事实

马里国防和退伍军人部一名官员18日
告诉新华社记者，距首都巴马科约15公里的
库利科罗地区卡蒂镇一处军营当天早上发生
军人哗变。

西塞随后发表声明，呼吁哗变人员放下
武器，与政府开展对话。不久后，哗变军人抓扣
凯塔和西塞，并将两人带到军营。凯塔随后发
表电视讲话，宣布辞职并解散政府和议会。

事件发生后，联合国、非盟、欧盟、西非
国家经济共同体（西共体）等对此表示谴
责，并呼吁尽快恢复马里宪法秩序。西共体
18日晚发表公报表示，将取消马里的成员
国身份、关闭其成员国与马里的边境、冻结
成员国与马里的一切资金往来。

深度分析

这次哗变事件重演马里2012年政变。

当年的政变令马里陷入混乱，“伊斯兰国”和
“基地”等极端组织势力趁机渗入马里北部
地区，控制多座城镇，法国牵头出兵清剿。

西共体此次有可能和 2012 年一样在
哗变后续调解中发挥关键作用。2012年正
是在受到西共体严厉制裁后，哗变军人最
终做出让步，同意回归宪法秩序。

即时评论

马里军方哗变势必加剧国内和地区局
势动荡。马里所在的萨赫勒地区，是当今非
洲恐怖主义活动最猖獗地区。此次哗变有
可能导致暂时的权力真空，这将给恐怖势
力进一步渗透和拓展提供机会。

马里军人违宪行动已遭到国际社会广
泛谴责，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要求马里

“立刻恢复宪政和法治”。联合国安理会将于
19日紧急开会磋商马里局势。

背景链接

凯塔2013年赢得总统选举，2018年胜
选连任。他获得法国等西方国家以及马里军
队高层支持，但马里军方高层与中下层士兵
之间存在分歧，成为局势不稳定因素之一。

马里今年3月底至4月初举行的议会
选举触发执政党与反对党间分歧。宪法法
院关于议会选举的裁定和最终结果引发反
对派强烈不满。在西共体等地区和国际机
构斡旋下，凯塔做出让步，表示愿意考虑重
选 议 会 ，但 反 对 党 依 旧 要 求 他 下 台 。

（据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划船重走长征路”
陆上赛艇全民挑战赛长沙站开幕

湖南日报8月19日讯（记者 王亮）
8月18日晚，“划船重走长征路·再现湘
江大会战”2020陆上赛艇全民挑战赛·
长沙站在长沙西湖文化公园开幕，在未
来的5天里，三个组别的200名选手将接
力完成710公里的距离。

为落实国家体育总局“狠抓体能、恶
补短板”的要求，强化革命历史教育，中国
赛艇协会、中国皮划艇协会组织发起“划
船重走长征路”活动，时间为8月3日至10
月1日，距离12500公里。

本次长沙站主题为“湘江大会战”，
分为专业组、社会组及企业组三个组
别，竞赛距离为710公里。赛事为期为5
天，长沙站参赛成员需接力完成竞赛距
离，开幕当天专业组距离为200公里，剩
余四天，社会组及企业组将分别完成255
公里。

18 日的开幕式上还进行了 Team
China陆上赛艇百日创纪录赛，熊倪、龙
清泉、龚智超、杨霞、王明娟5位湘籍奥
运冠军走上赛艇测功仪、滑雪测功仪，
体验陆上赛艇运动的魅力，带动全民健
身。

本次比赛由中国赛艇协会、中国皮
划艇协会、湖南省体育局主办，湖南省
水上运动协会、长沙市体育局协办。

全国打掉涉黑组织3291个
涉恶犯罪集团10418个
据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记者19日从全国扫黑办获悉，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启动以来，全国共打掉涉黑组织3291个、涉
恶犯罪集团10418个，破获刑事案件364309件、410974人。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全国扫黑办副主任王洪祥在发布
会上介绍，目前，全国扫黑办挂牌督办的111起案件中，已办结
31 起，尚在侦查阶段 7 起、审查起诉阶段 17 起、审判阶段 56
起；抓捕犯罪嫌疑人9504人，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及“保护伞”
3691人，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1267.75亿余元。

7月，全国扫黑办派出30个特派督导组分赴全国30个省
（区、市）开展督导，带动全国各省（区、市）省级领导包案 305
起、地市级领导包案1700余起。全国侦办涉黑组织61个、涉恶
犯罪集团201个，破获刑事案件7620件、7151人。

我国第八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发布

马里军人哗变

下期奖池：932733357.90（元）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3 20182 9 1 3
排列5 20182 9 1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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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20078 14 18 20 28 34 10+11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2

0

10000000 20000000

00

湖南日报8月19日讯（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张宇晨 刘牡艳）8月中旬，位于株洲天元区的湖
南纽恩驰新能源车辆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
人正在组装自主研发的智能清洁车。依托5G技
术，该款智能清洁车日前在全国率先实现开放
式城市道路无人驾驶应用，并迅速抢占市场。今
年上半年，株洲市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达
317.12亿元，同比增长8.2%，增速居全省第一。

株洲市全面推进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
工作，制定方案，对标发力，建立了具有株洲
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今年，该市强化科技
创新投入，组织463家企业通过企业研发准
备金制度备案，较去年增加78家，累积备案
金额达78.37亿元，创历史新高。建立健全高
新技术企业培育库，入库企业达3000余家。
出台《株洲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施办法》

《株洲市 2020 年度对接院士专家科技成果
引进转化联合行动方案》等文件，全力推动
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今年以来已有28个项目
获得全省科技奖励，获奖数创历史新高。

为有力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株洲市
将科技创新深度融入“产业项目建设年”。上
半年，全市共组织申报国家级、省级科技计
划项目226项。同时，重点加强产学研对接，

加大科技招商力度，成功引进高分子胶粘新
材料生产项目、新一代光纤通信网络系统集
成设备及光纤通信器件研发与产业化项目
等5个高新技术产业项目。加快创新平台建
设，高科园创社区商业众创空间获得国家备
案，全市技术创新平台达468家。上半年，株
洲市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0.4%，高于固
定资产投资增速3.5个百分点。

湖南日报8月19日讯（记者 宁奎）“谢
谢 你 ，不 然 现 在 都 得 不 到 这 两 千 多 块
钱 ……”近日，桑植县陈家河镇仓关峪村，建
档立卡贫困户张世成紧握县纪委监委干部
杨志的双手说。不久前，张世成向杨志反映
有 2100 元直接扶贫资金没有收到，经过县
纪委监委督查，原来是发放到了隔壁村同名
同姓的一个贫困户卡里，如今扶贫资金重新
回到了老张手上。

兜底保障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最后
一道防线,如何“兜”住最困难群体，确保全面
小康路上“一个不少”？

张家界紧紧围绕“六稳”“六保”政策落
实跟进监督，全力推进社会兜底保障专题治
理。重点针对已脱贫对象因疫情等原因返贫
风险的动态监测、摸排不力，低保户、特困供
养户识别不精准、保障不力，社会保障资金
虚报冒领、优亲厚友、盘剥克扣、截留挪用等

问题进行全面督查。
今年6月30日，慈利县甘堰土家族乡东

峪村原党支部书记彭继跃被查处。彭继跃在
明知自己岳母宋某某不符合五保供养条件
的情况下，仍审核同意其为五保供养对象并
上报，致使其违规享受五保待遇十多年。宋
某某违规所得35171.5元已被追缴。

同时，张家界市纪委监委组织纪检监察干
部入户走访，沉下身子“捞”问题，及时发现社

会兜底保障工作中存在的作风问题和违纪违
法问题线索。针对部分地区对社会兜底保障工
作重视不足，镇村一级经办人员意识和落实均
不够到位、工作推进力度不够大等问题，下发

《整改通知书》，督促限期整改、抓好落实。
截至目前，该市纪委监委推动相关部门

共核查社会兜底保障对象 13733 户、29351
人，发现问题1551个，整改到位1547个，清
退不符合条件的对象682户1518人。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袁波 雷绪文 曹佩婧

8月17日，永州市金洞管理区凤凰乡大
源里村长年瘫痪在床的罗本主，见一位瘦小
的老人走进来，脸上露出了笑容。

“本主，身体还好吧，我来给你理发喽!”
“好，还好，谢谢。”……

瘦小的老人名叫邓银甲，今年82岁。只
见他麻利地拿出理发工具，把81岁的罗本主
扶到床边。自己坐在床角，踮起左脚，用大腿
根部托起罗本主伸出床沿的头，认真理发。
然后，提来热水，洗干净理发时掉落在罗本

主头上、脖子上的短发，还把他全身擦洗干
净。

知情人向记者介绍，邓银甲曾是广西壮
族自治区一名铁路民警，退休回乡 20 多年
来，一直坚持学雷锋，做好事。

邓银甲对记者说：“雷锋同志是我的偶
像，我生命不息，学习不止。”

邓银甲1959年入党。在广西工作期间，
邓银甲就与当小学教师的妻子程顺英，担任
过多所学校的校外辅导员，还经常走进街
道、居委会，义务为孤寡老人理发、搞卫生，
引导社区矫正人员重回社会等。他俩也因此
多次被评为当地学雷锋标兵。

邓银甲 1998 年退休后，回到家乡金洞
管理区凤凰乡白果市街居住，他见村民们在
大山里理发不方便，于是，走村串户免费为
大家理发，还主动排忧解难。

记者来到邓银甲家看到，家里没有一件
像样的电器和家具，而一些单位、群众写给
他和妻子程顺英的感谢信，却塞满了书桌。

邻居们都说，邓银甲夫妇每月有近万元
退休工资，但他们日常生活非常节俭，帮助
他人却从不吝啬。

84 岁的邓甲金老人，经常把屎尿拉在
身上，有时家里人忙，来不及清洗。邓银甲
得知后，经常给他理发、擦洗身子。老伴程

顺英则给邓甲金洗衣服、被子，给他买营养
品。

红日山村 40 岁村民李书生，因家庭琐
事不如意自暴自弃。邓银甲在该村理发时
得知这一消息，立即找到李书生做思想工
作，见他一时间不能回心转意，便把他接到
家中，接连好几天陪着他，与他拉家常，推
心置腹谈心，终于做通了他的思想工作。后
来，李书生振作起来，外出找到一份合适的
工作。

有一年，红日山村发生火灾，9户村民受
灾。邓银甲闻讯，马上掏腰包给每户村民送
去慰问金和棉被、衣服，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前不久，村民刘景师的大儿子在工地上摔成
重伤，邓银甲不但捐助医药费，还在医院照
顾一个多星期。

推进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
株洲上半年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8.2%，居全省第一

“兜”住最困难群体“一个不少”
张家界专题治理落实兜底保障工作,整改问题1547个

8旬老翁，偶像是雷锋

马里哗变军人逼迫
马里总统凯塔辞职并解
散议会和政府后，19日
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成立
权力过渡机构全国人民
救赎委员会，表示将在合
理时间内组织大选。图为
8月19日，马里军人乘车
来到巴马科街头巡逻。

新华社发

“云培训”送来“及时雨”
邵阳集中学习耕地保护政策

湖南日报8月19日讯（记者 肖霄）“电视直播培训，形
式很特别，村民代表也能跟我们一起学习。这对今后推进农
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很有帮助。”8月19日，洞口县高沙
镇石榴村党支部书记尹邦忠通过“云培训”，参加了邵阳市

“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四级干部集中大宣讲活动，
深有感触。

当天，邵阳市首次采用电视直播方式，对市县乡村四级
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以及奋斗在土地管理领域的干部，共万
余人进行自然资源和规划法律政策宣讲培训。国家自然资源
督察武汉局副局长石一连作耕地保护和违法用地整治专题
辅导报告。

“土地管理法新修正不久，干部对很多细节理解并不清
晰，急需学习掌握。此次培训是由武汉局领导亲自指导，受益
良多。”邵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开分局局长郭昌平说，经
开区产业项目建设多，土地规划须用心谨慎，这次局班子成
员能够全部参加培训学习，真是一场“及时雨”。

据悉，结合新修正的《土地管理法》全面实施和农村乱占
耕地建房问题整治工作的开展，邵阳市将于8月20日起，开
展以“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为主题的耕地保护宣传
月活动，以全面提升全市保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和依法依
规用地意识，强化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责任担当。

酒驾“防线”前移到“饭桌”
娄底交警创建“零酒驾”社区

湖南日报8月19日讯（记者 曾玉玺 通讯员 匡伟才）
一盆小龙虾，几瓶冰啤酒，三五好友围桌唠嗑……8月18日
晚，位于娄底市新星南路和新科街交界处的“夜宵一条街”热
度不减。“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当天，交警肖辉和同
事当起“文明交通劝导员”，挨桌向食客讲述“酒驾猛于虎”，
并送上印有温馨提示的小礼品。

近期，为推进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工作，整治交通
顽瘴痼疾，娄底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在全市范围内启动“零酒
驾”社区创建活动。

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娄底交警把酒驾“防线”向前移动到
“饭桌”，走进饭店、夜宵摊、KTV等重点场所，通过面对面劝
导、媒体宣传、公布举报电话、重点场所张贴宣传标语等方
式，进行全方位宣传；与娄底市餐饮行业协会展开合作，提升
经营方参与度，从源头预防“酒驾”行为发生；强化“零酒驾”
社区创建宣传，给予适当奖励，发挥示范效应，以点带面、辐
射带动；不定期不定点开展执法行动，对酒驾、醉驾违法行为
严管重罚，对因酒驾、醉驾而被吊销驾照人员纳入公民诚信
系统的失信人员名单，巩固创建成果。目前，娄底市拟创建
10个“零酒驾”社区、10个“零酒驾”餐饮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