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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德市政府采购主管部门审核，常德市第一人民医
院物业管理服务招标项目已批准实施采用公开招标，采购
人为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预算金额 16080000 元/年，现
予以公告。具体详情请关注常德市政府采购网（http://
changd.ccgp-hunan.gov.cn）或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http://ggzy.changde.gov.cn）。
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2020年9月1日

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经常德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常德市东部片区基础

设施配套建设 PPP 项目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人为常
德市武陵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投资额约123619.69万元，现
予以公告。详情请关注湖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www.bid-
ding.hunan.gov.cn）及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
changde.gov.cn）。

常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2020年9月1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工程建设招标投标公告
经汉寿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汉寿县城区农贸综合

市场新建项目（一期华府路农贸市场）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已
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人为汉寿县金诚城市建设投资经营
有限公司 ，投资额约3270.79万元，现予以公告。详情请关注
湖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www.bidding.hunan.gov.cn）及常德
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changde.gov.cn/cdweb/）、

《湖南日报》《常德日报》和常德市人民政府网。
汉寿县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2020年9月1日

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催收公告
根据衡阳市商业银行（现已依法变更为华融

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分行，以下简称：衡阳
分行）与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融汇通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衡阳分行

（含原衡阳市商业银行各支行、营业部）已将其对
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
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华融汇通公司，据
此，华融汇通公司合法成为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
人的债权人和担保权人。现华融汇通公司公告要

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向华融汇通公司履行主
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义务，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还款义务
或者承担清算义务。

本公告列示的债权本息数据截至2010年6月
3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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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0年6月30日至登报日，借款人及其担

保人等，若有证据证明已部分或全部归还本金或
付息的，经本公司核实，本公司均予以认可，并等

额冲减其债务。
联系人：谢经理 电 话：0731-84845015

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借款人

余秋生
廖晓兵
刘灵刚
张胜

贺荣华
罗小兵
黎时军
刘功群
赵洪涛
杨鹏

袁建军
陈春华
张庆华
李海军
余新华
陆元明
黄利锋
黄先辉
唐国华
肖文华
屈维林
张浩

刘思辉
胡春生
黄大华
曾新民
吴勇

封家文
王四清
刘建莲
盛芳芳
祝小玲
陶鑫

何春华
刘斌

担保人

余秋生

刘灵刚
张胜、衡阳新恒泰置业有限公司
贺荣华、耒阳市南阳镇西瓜坪煤矿、耒阳市南阳镇西瓜坪煤矿
耒阳市南阳镇木桥村煤矿、资立新、段韬
周吉明、周艳兰
刘功群
赵洪涛、耒阳市新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杨鹏、耒阳大东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袁建军
陈春华

李海军
曾凡辉
陆元明
刘英、张传凤、黄利华、肖名奇

王建平、唐国华
肖启芳
张姣莉
湖南衡阳永兴集团有限公司
衡阳顺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胡春生、衡阳新恒泰置业有限公司
黄大华、衡阳新恒泰置业有限公司
曾新民、衡阳新恒泰置业有限公司
吴勇、衡阳新恒泰置业有限公司
封家文、衡阳新恒泰置业有限公司
王四清、衡阳新恒泰置业有限公司
刘建莲、衡阳新恒泰置业有限公司
盛芳芳、衡阳新恒泰置业有限公司
祝小玲、衡阳新恒泰置业有限公司
陶鑫、衡阳新恒泰置业有限公司
何春华、衡阳新恒泰置业有限公司
刘斌、衡阳新恒泰置业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截至2010年6月30日）

48,899.00
2,000,000.00

35,392.08
106965.71

2,659,400.00
1,520,000.00

447,568.17
320,000.00

52,375.94
263,444.07
50,000.00
55,341.99
53,478.92
57,227.09

209,367.14
48,696.77

1,473,700.00
0.00

40,000.00
26,845.00
24,000.00
50,000.00
80,000.00
85,755.68

2,442,000.00
689,693.67
140,000.00
285,000.00
285,000.00

51,454.61
139,113.28
198,450.21
364,879.52
373,722.37
108,268.34

利息余额
（截至2010年6月30日）

406.94
571,272.68

4,300.61
41596.33

1,007,281.00
7,876.41
6,046.23
2,217.11

0.00
50,451.43
32,987.07
2,406.85
1,003.57

4.24
12,967.85
30,316.39
83,546.07

143,407.42
26,652.67

331,582.52
400.12

41,626.83
73,351.00
37,986.42

1,410,916.44
385,988.84
54,171.29

167,839.32
167,839.32

7,304.55
63,864.02
85,442.71

196,556.70
249,067.95
43,73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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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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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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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借款人

肖朝晖
李云才
曹琦

陈社生
彭礼明
何友谊
张晓晖
谢宝生
李锡梅
胡玉峰
郑执元
梁育斌
陶洪江
张建华
彭路

张春梅
廖超

秦咏亮
颜文武
周能兵
胡四成
汪满秀
李昌莆
刘征宇
蒋增凤
周松青
朱建华
侯连佳
王晓勇
费明清
曾卫国
曾凡新
闫持平
周孝波
肖高佑

担保人

肖朝晖、衡阳新恒泰置业有限公司
李云才、衡阳新恒泰置业有限公司
曹琦、衡阳新恒泰置业有限公司
陈社生、衡阳新恒泰置业有限公司
易善龙
何友谊、衡阳新恒泰置业有限公司
陈社生、衡阳新恒泰置业有限公司
谢宝生
李锡梅、唐速桂
胡玉峰、耒阳市东湖区附属煤矿
郑执元
梁育斌
罗孟君
王小英
彭雨泉
陈集可
陈集可
陈集可
吴乔英
罗文
陈集可
汪菊祥
李昌莆

周运回、张元光、段志战
李阳银
朱建华
侯连佳
王晓勇
费明清

闫持平
周孝波
刘永香

本金余额
（截至2010年6月30日）

174,752.90
174,752.90
139,352.98
138,118.98
49,659.09

102,192.62
112,293.79
219,881.45
450,000.00

1,323,547.26
399,100.00
438,400.00
80,000.00
40,000.00
14,866.99
62,698.92
41,577.18
49,281.23
4,393.90

31,740.70
59,613.78
10,000.00
10,000.00
42,778.24
17,175.23

10,000.00
217,488.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0
3,000.00

50,000.00
33,946.64
61,000.00

100,000.00

利息余额
（截至2010年6月30日）

77,756.59
77,756.59
60,746.85
60,375.24
25,022.40
42,567.86
47,488.78
2,290.46

196,844.96
16,387.01

182,207.93
75,901.42
26,915.04

0.00
0.00

22,116.23
17,232.44
13,066.94

593.03
0.00

17,451.23
19,111.34
7,774.58

91,197.38
42,178.48
23,214.46

192,213.44
16,206.23
16,207.25

144,201.45
4,222.09

37,063.94
20,929.12
28,031.68
51,179.27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凌鑫
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陈杰

一道弯弯的水泥路，串起连片稻田
与漫山遍野的油茶、脐橙。

8 月 25 日，记者走进常德市鼎城区
黄土店镇红岩嘴村，一派丰收景象映入
眼帘。

“出门行路难，饮水用电难，发展经
济难上加难。”说起以前的红岩嘴村，村
党总支书记朱建国直摇头，现在，经过修
路、改水、兴办产业，村民生活大变样。

“娄志英，快些回，家里来客人哒！”
见到娄志英时正值中午，她穿着套鞋、拿
着锄头，满身大汗从地里赶回来。51 岁
的娄志英有点腼腆，不善表达却爱笑。

多年前，娄志英的丈夫因病去世，留
下年幼的儿女、身有残疾的婆婆和患有
精神障碍的小姑子。2014年，娄志英家

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她告诉记者，在驻村工作队帮扶下，

她家建了新屋、租了土地、养了黑鸡。今
年，娄志英与现任丈夫流转150亩土地搞
种植。“最近，我家又买了收割机，加上原
来的那台收割机和耕田机，每年出租农
机也有一笔收入。”

常德市委驻红岩嘴村帮扶工作队队长
陈学林介绍，今年3月，工作队对全村进行
摸排，为每户贫困户制定精准脱贫方案。

记者来到桂花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的产业园。

六七位村民戴着草帽、背着背篓，边摘
辣椒边拉家常，响起一阵阵笑声。贫困村

民龚桂香笑得最灿烂。多年前，龚桂香丈
夫患了慢性皮肤病，每月要花不少钱看病
买药。在桂花湾务工后，龚桂香一年能赚2
万多元，摘菜、打包、除草，越干越开心。

“产业园的蔬菜每天都要空运北京，
采摘、打包需要大量劳动力。我们优先
聘请贫困村民和无法外出打工的乡亲，
多的时候一天七八十人嘞。”公司负责人
段敬星说。

2015年，段敬星从北京返乡，从事餐
饮业10多年的他深知市场需求，创办了
桂花湾公司。他与村里44户贫困户签订
帮扶协议，免费提供种子、肥料、鸡苗等；
成立扶贫车间，优先聘请贫困村民务工，

带动贫困户稳定脱贫。
除了蔬菜基地，村里还发展油茶、脐

橙产业。去年以来，驻村工作队多次赴
石门、临澧等地考察，成立牧溪林果合作
社，种植 1000 亩油茶。“合作社翻耕土
地、免费提供茶苗，还补助村民每亩600
元培管费，并负责销售茶油，村民积极性
都蛮高。”陈学林说。

合作社还投入 65 万元引入脐橙产
业。“专家实地考察认证过，我们村的土
壤适合种脐橙，尤其是园丰脐橙，果品质
量好，产量稳定。”站在 500 亩脐橙种植
基地，陈学林憧憬着红岩嘴村产业兴旺、
百姓富足的好日子。

湖南日报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李卓林 陈志杰

8月26日，桂阳县莲塘镇宜福村木材
加工厂，木匠赵春荣和几名伙计忙得满头大
汗。沙沙的锯木声中，一根根圆杉木被加工
成方料。

“这批杉木方料客户要得紧，打电话催
了好几次。”赵春荣说，大家现在生活水平提
高了，房子越盖越漂亮，杉木方料不愁销。
去年他的木材厂加工杉木方料800立方米，
收入近40万元。

这么多收入，赵春荣以前想都不敢想。
几年前，他一家四口住在宜福村半山腰上，山

高林密、交通闭塞，而且易发地质灾害。赵春
荣患有鼻窦炎等疾病，每月需要上千元治疗
费用，一家人生活拮据，被评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

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怎么办？桂
阳县委、县政府决定对宜福村赵春荣等24
户贫困群众进行易地扶贫搬迁。2017年
11月，24户贫困群众全部从山上搬到山
下，生产生活条件大为改善。

赵春荣的新家有100平方米，三室一
厅，宽敞明亮。

搬出大山并非一劳永逸。如何让贫
困群众搬迁后稳得住、能致富？

“没有自力更生的本领，帮扶也是白

搭。”桂阳县自然资源局驻宜福村帮扶工
作队队长、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刘四光介
绍，他们根据24户搬迁群众的实际情况
制定产业、就业帮扶计划，帮助他们切实
增强自我造血能力，做到“人人有技能、
户户有产业”。

赵春荣曾在广东一家家具厂做过
工，刘四光鼓励他带头建立木材加工厂，
吸纳10余名贫困群众就业，人均月工资
3000多元。赵春荣成了享誉一方的脱贫
致富能手。

赵四凤身体残疾，家里生活困难。此
前，赵四凤居住在大山深处一栋土胚房里，
每次下大雨就提心吊胆，害怕房子倒塌。

搬进山下的钢筋水泥房后，赵四凤睡得
踏实了。她感激地说，没有政府帮扶，她
家是没有能力从山上搬下来的。

赵四凤是瑶族人，熏得一手好腊
肉。搬下山后，在工作队帮助下，赵四凤
联合其他5户贫困户，筹资16万余元，建
立腊肉加工基地。如今，他们加工的腊
肉畅销周边地区。大家撸起袖子加油
干，顺利摘掉贫困帽。

宜福村其他易地扶贫搬迁贫困群众也
利用后续产业扶持资金，有的养殖家禽，有
的种植黄金柰李，有的在屋顶搞光伏发电，
家家户户都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目前，
24户贫困群众全部实现稳定脱贫。

湖南日报9月1日讯（记者 周
月桂 张福芳 通讯员 林俊 范丹
娜）今天0时3分34秒，湖南加禾华
供应链有限责任公司出口的164件
手机壳、收纳袋等日用品按“跨境电
商B2B直接出口”（9710）贸易方式
在长沙海关所属长沙黄花机场海关
申报成功。这是我省跨境电商B2B

（企业对企业）出口试单第一单，标
志着我省跨境电商B2B出口试点业
务正式启动。

据了解，今天凌晨，首批4家试
点企业的服装、鞋、日用品、电子配件
等商品，分别在长沙黄花机场海关、
星沙海关跨境电商监管作业现场通
过B2B模式顺利申报通关，共计45
吨、货值约250余万元人民币，将出
口美国、德国、哈萨克斯坦等地。

长沙海关介绍，根据海关总署
发布的公告，从9月1日起，增加长沙
等12个直属海关开展跨境电商B2B
出口监管试点，给我省跨境电商企业
在简化申报、便利通关、出口退货等
方面带来多项政策便利。海关增列

“9710、9810”监管代码用于跨境电
商B2B出口业务：“9710”简称“跨境
电商B2B直接出口”，适用于跨境电
商B2B直接出口的货物；“9810”简
称“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适用于跨
境电商出口海外仓的货物。

“跨境电商B2B试点对企业带
来极大利好。”试点企业长沙斑鹿供
应链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韩冲
表示，试点使省内出口企业能够直接
对话海外消费者和小企业这两大客
户群，特别是通过海外仓的前置备
货，使商品更快且物流成本更低地送
达海外消费者手中，提升了跨境电商
零售出口整体运行效率，也更有利于
售后保障。

长沙海关党委委员、政治部主
任刘志明表示，长沙海关将全力支持
我省跨境电商B2B出口监管业务试
点工作，完善工作机制，提升通关效
率。在首批4家长沙电商企业试点
的基础上，10月份后将在全省全面
推广跨境电商B2B监管试点工作，
让更多企业享受政策红利。

湖南日报9月1日讯（记者 彭
雅惠 通讯员 徐亮亮）昨天，巴陵石
化发布消息称，“十三五”期间累计实
现节能创效1.04亿元。其中，公司
未上市部分万元产值能耗同比下降
4.1%，折合节能6.52万吨标准煤，完
成节能降耗目标的130%；上市部分
万元产值能耗同比下降9.3%，折合
节能14.39万吨标准煤，完成节能降
耗目标的288%，为全省实现高质量
发展增添强劲助力。

科技力量进步是巴陵石化创
下节能佳绩的重要原因。“十三
五”期间，巴陵石化采用国际领先
的精确设计体系对热电部汽轮机
进行了改造，1台汽轮机可实现年
节约标准煤3000余吨；采用新型
材料对部分低压蒸汽管线进行升
级，年节约低压蒸汽量近 8500
吨，降低生产成本116万元。

“十三五”期间，巴陵石化还
组建了专门的能源管理团队，使

节能攻关常态化。团队围绕降低
能源消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
目标，对各类生产进行全面策划、
实施、检查和改进。其中，通过对
蒸汽系统生产流程优化，实现年
节约用电896万千瓦时、节约用水
超40万吨、节约蒸汽6.4万吨。

为激发生产部门节能降耗积
极性，巴陵石化创新引入节能创
效考核模式，细化分解各生产装
置能源消耗指标，设置“基本”“提
升”“奋斗”三档目标，“基本”目标
为上年实际能耗值，“提升”目标
为历史最好水平，“奋斗”目标为
行业标杆水平或在历史最好水平
基础上再下降2%至4%。

多管齐下取得显著节能效
果。目前，巴陵石化热塑橡胶
SBS生产装置能耗处于国内行业
同类装置先进水平，热电供电标
准煤消耗量领先中国石化热电专
业同类装置。

湖南日报9月1日讯（记者 陈
淦璋）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今天通
报《二季度全省建筑施工质量安全
执法暨建筑管理工作检查情况》称：
经对14个市州56个在建工程项目
检查，发现了一批质量安全隐患和
市场不规范行为，要求需要限期整
改项目7个，拟记录湘西华申武陵国
际商贸项目、张家界世茂云著项目、
岳阳市融创环球中心等34家相关责
任主体及56名相关责任人不良行
为。

我省已进入施工高峰期和高
温施工阶段，安全生产压力较大。
省住建厅此次执法检查，主要涉及
城市建设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部署、建筑施工“打非治违”工作开
展、预拌混凝土生产质量管理以及

工地现场危大工程管控、扬尘污染
防治、施工质量管理、消防安全管
理、实名制管理、农民工工资支付
保障等内容。

检查中发现，深基坑、高切坡
以及支模架、脚手架等危大工程不
按方案施工的问题较为突出，建筑
起重机械设备的维护、保养、检查
不到位导致安全隐患较多。同时，
由于工程质量管理不到位，张家界
世茂云著项目、岳阳市融创环球中
心等大房企项目也出现了混凝土
实体质量问题。

省住建厅指出，各级各相关部
门要切实督促整改，消除质量安全
隐患。要把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
项工程作为监管执法工作的重点，
重拳出击、严肃查处。

湖南跨境电商B2B
出口试点业务正式启动

首批货物顺利通关

巴陵石化多管齐下
“十三五”期间节能创效超亿元

记者
探访 脱贫路

笑声飘漾红岩嘴

山高林又密 搬出赵木匠

二季度建筑施工检查情况通报
记录全省34家责任主体及56名责任人不良行为

湖南日报 9月 1日讯（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张丽 余凌戈）日
前在青岛举办的“第十七届中国

饭店集团化发展论坛”
上，华天酒店集团荣获

“2019年度中国饭店集团
60强”。

“第十七届中国饭店
集团化发展论坛”由中国
旅游饭店业协会主办，从
宏观经济、酒店集团化发
展等多个维度，研究后疫
情时代饭店集团如何应
对及发展之路，探讨我国
住宿业态的发展，并现场
发布了《中国饭店管理公
司（集团）2019 年度发展

报告》，公布了“2019 年度中国饭
店集团60强”名单。

“中国饭店集团60强”评选以
各酒店集团管理规模为评分基
础，结合业界口碑声誉、品牌影响
力进行综合排名。去年，华天酒
店集团逐步加强集团化平台建设
和集团营销，不断提升酒店服务
品质，打造多元化发展模式，进一
步强化集团型优势发展能力。面
对新冠肺炎疫情和严峻的市场环
境，华天酒店集团积极应对疫情
带来的冲击，严守安全生产底线，
走好复苏之路，在持之以恒抓好
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同时，快速适
应市场变化、创新酒店经营，以持
续创新力加速经营回暖。

华天酒店集团获
“2019年度中国饭店集团60强”

8月31日9时30分许，桃源县桃源大道施工现场，工人们顶着烈日铺设路面油砂。该大道是沅澧快速干
线第四大道，北接柳叶大道，南连桃源火车站，全长28.08公里，设计时速为80公里，于2017年开始动工。目
前，主体工程已接近尾声，将于今年国庆节建成通车。 周桂成 摄

道路建设正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