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下列机构换（颁）发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湘潭石潭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20430321002 许可证流水号：0261178
机构住所：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石潭镇南区大道北侧221

号1楼
批准成立日期：2008年8月11日
发证日期：2020年9月16日
电话：0731-57341455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张家界中心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020430800 许可证流水号：0252013
机构住所：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子午路28号鸿泰冶金

雅苑3楼
批准成立日期：2007年3月6日
发证日期：2020年9月23日
电话：0744-8299968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衡阳南岳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020430412 许可证流水号：0261201
机构住所：湖南省衡阳市南岳区鑫盛广场1号2楼
批准成立日期：2004年2月17日
发证日期：2020年10月10日
电话：0734-5677128
以上机构业务范围：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个人定期死亡保

险、个人两全保险、个人终身寿险、个人年金保险、个人短期健
康保险、个人长期健康保险、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团体定期寿
险、团体终身保险、团体年金保险、团体短期健康保险；经中国
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公 告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安乡县工业园区标准化厂房三期项目（一标段）工程总

承包经安乡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安乡县工业园区标准
化厂房三期项目（一标段）工程总承包具备招标条件，招标人
为安乡县众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额约22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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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
zy.changde.gov.cn）。
安乡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湖南安乡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

2020年10月16日

关于长益高速公路路面进行中修施工的公告
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同意，长益高速公路开发建设有限公

司拟对长益高速公路全线路面进行中修处治，将于 2020 年 10
月 21日至2020年10月27日对西往东（益阳往长沙）方向组织
施工，请途经此区域的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

施工期间相关交通组织事项公告如下：
一、在G5513长张高速K90迎风桥枢纽、K60苏家坝枢纽的

西往东（益阳往长沙）方向分别设置分流点，分流G5513长张高
速车辆转益阳南线高速、长常北高速前往长沙。

二、在G5513长张高速K76幸福渠互通至G5513长张高速
K60苏家坝枢纽西往东（益阳往长沙）方向路段实施占道施工，边施
工边通行，通行车辆由K60苏家坝枢纽转长常北高速前往长沙。

三、在G5513长张高速K60苏家坝枢纽往东（长沙）方向全
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

四、施工期间，除朝阳、幸福渠收费站外，此路段其他收费站入
口往东（长沙）方向实施交通管制，入口往西（常德）方向可以通行。

特此公告
湖南长益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6日

根据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分行下属支行——泰山支行、攸
县支行分别与山西神州永昌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的《债
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为华融银株

（2020）转字第 6号、第 7号]，华融湘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行将下属支
行对本公告附件“公告资产清单”所列
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担
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及相关附属权
益，依法转让给山西神州永昌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华融湘
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行特公告
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

山西神州永昌企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作为本公告附件“公告
资产清单”所列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
要求“公告资产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
限于借款人、担保人及其相关承债主
体、清算主体等相关当事人，自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山西神州永昌企业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

同、担保合同及相关附属权益文件约定
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行

联系地址：株洲市天元区泰山路
60号

联系人：华先生
电话：13055117175

山西神州永昌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联系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
学府街 132 号百花谷 1 幢 B 座 1 单元
10层1002号

联系人：侯先生
电话：18670029057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行
与山西神州永昌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公告资产清单

借款人名称

攸县鸿华麻鸭业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市三胜食品有限公司

本金(元)

38,855,624.5

2,000,000.00

利息(元)

44,393,587.90

1,403,489.49

已缴纳费用(元)

246,800.00

23,773.00

担保人名称

柳州正菱集团有限公司、株洲良强饲料
科技有限公司、易新良、彭金媛

左新潮、李喜红、刘二平、易小平

注:1.本公告资产清单列示的是截至2020年4月20日的贷款本息余额、费用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应支付
给山西神州永昌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项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
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

2.本公告资产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保证人的共同义务人、抵押人、出质人及其承继人等。如债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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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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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记者 郑旋

10月13日，家住长沙市岳麓区梅溪
湖街道家和苑小区的陈继明，如往常一
样准备乘电梯下楼散步，没想到，刚进电
梯就经历了一场“惊魂”：“滴滴滴……”
听到警报声响起，他抬头一看，轿厢显示
屏上的数字消失了，电梯停住了。

意识到自己被困，陈继明迟钝了几
秒。随后，他按下电梯内的“紧急呼救键”，
救援信息实时传送至物业公司值班人员
和智慧梅溪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手中，被困
楼栋、单元、楼层立刻被准确定位。

“不要强行开电梯门，我们马上就
到。”等待救援间隙，陈继明原本有些着
急，可当电梯呼救装置里传来物业公司
值班人员的安慰，他稳住了情绪。不到
8 分钟，物业公司值班人员带着维保人
员赶到现场，将他顺利救出。

遇到电梯故障、被困，这是老百姓
的心头大患。为提升居民居住环境的安

全感，梅溪湖街道引进全省首个智慧电
梯制定试点项目，在润龙社区家和苑小
区等14个网格内，试点建设运营智慧电
梯194台。

“智慧电梯”，只是梅溪湖街道创新
智慧网格化管理的又一次尝试。2019
年，梅溪湖街道投入 500 万元自建“智
慧梅溪指挥中心”，打造省内街道最先
进的智慧梅溪网格化管理平台，集成智
慧党建、智慧综治、网格化指挥与调度、
事件处置、智慧城管、智慧安全、视频监
控与调度和统计报表8大板块功能。

“这是一个智慧化、综合性平台，录
入了人口、房屋、企事业单位、学校、门店
等各类信息近千余条。”梅溪湖街道工委
副书记彭波介绍，目前，平台集纳的基础
信息数据面向街道、网格、安监、城管等
多部门使用，群众各种“急难愁盼”问题
的发现、收集和处理效率全面提升。

前段时间，智慧梅溪指挥中心收到
一张“预测工单”，网格综管员龙标在家

和苑小区日常巡查时，发现1栋2单元1
楼楼道被杂物废品堵塞。

“这样的问题，不用等居民投诉再
解决。”龙标立即上报，“预测工单”形
成。当天，润龙社区三级网格长、物业、
网格综管员一同上门，找到2楼居民李
娭毑。

“我就收点纸盒子，又不影响别
个。”“可楼道是消防应急通道，如果发
生火灾，会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网格
长一番劝导，李娭毑小有情绪。后来，网
格长提出，由其对接废旧物品回收店，
以合理价格将堆物进行处理。

杂物废品处理后，物业公司又对清
理后的楼道、门厅进行消杀，并对污染
后的墙面进行重新粉刷。整个过程，李
娭毑看在眼里，慢慢理解、支持配合。楼
上楼下邻居瞧见了，也纷纷站出来帮
忙，楼道焕然一新。

作为长沙近年崛起的现代化国际
新城，梅溪湖有老旧小区、安置小区、商

品房小区30个，居住人口约12万人。外
来人口比较多，面对居民诉求不一，街
道创新“一个网格兜底、三级网格长沉
底、五维保障到底”的“135”基层社会治
理模式，以“一对多或多对一”的形式增
设 40 名专职综管员，将网格进一步织
密，服务进一步前置。

违章停车、占道经营、垃圾异味、施工
噪音……每天，综管员都会在网格内巡
查，收集、上报及处理问题，借助智慧平
台，一些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民生问题和群
众各种“急难愁盼”问题被予以解决，群众
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显著提升。

据智慧梅溪网格化管理平台统计显
示，今年该平台共收集办理1182条预测
工单，处置结果居民满意度达100%。

“我们仍在不断创新,进一步完善、
提升平台服务功能，比如目前正在就食
品安全、高空抛物等方面实现智慧监
控，为老百姓衣食住行提供全方位精细
化的服务保障。”彭波说。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记者 张
佳伟）今天，邵阳市对130 名2020 年
度“最美扶贫人物”进行表彰。

今年是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在
最后冲刺阶段，邵阳市各级各部门、
扶贫工作队以及社会人士奋力决战
脱贫攻坚，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人
物。为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凝聚合
力、传播正能量，邵阳市开展2020年

“最美扶贫人物”评选活动。经过推荐
申报、资格审查、公示等环节，该市评
选刘海啸等130人为2020年度“最美
扶贫人物”。

获邵阳市“最美扶贫人物”称号的

熊劲松，是中国南方航空湖南分公司
驻新宁县大塘村工作队队长、第一书
记。2018年以来，熊劲松带领村干部、
群众，采取“航空引领、产业带动、教育
固本、阳光扶贫”的扶贫模式，发展生
态水稻、脐橙等产业，投资1000多万
元修建村道、水厂、桥梁等基础设施，
开展农业技能培训、“飞行员、空乘助
学活动”等扶贫扶智活动，大塘村贫困
发生率由27%降到0.7%，村里最后7
户10人日前已递交脱贫退出申请表。

表彰会上，他说，将秉承初心，担
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崇高使命，带领
大塘村打好收官战，迈向新征程。

邵阳表彰130名“最美扶贫人物”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记者 李
杰 通讯员 薛野）10月15日，常德市
人大常委会对该市养老服务工作进
行专题视察。目前，该市建成各类养
老服务设施2927个。其中，养老机构
243 家、养老床位 27165 张，社区(村)
养 老 服 务 设 施 2684 个 、养 老 床 位
17835张。初步建成以居家为基础、社
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医
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目前，常德市老龄化人口数量以
每年1%以上的速度增长，老龄化日益
严重。截至去年底，常德市60周岁以
上老年人达 139.7 万人，老龄化率
23.12%，超全国近6个百分点。

近年来，常德市高位推动养老服

务建设，充分发挥政策引领作用，先后
出台“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
见”等5个指导性文件，为该市社会养
老服务体系建设提供制度保障。不断
加大财政资金保障，扎实做好基础设
施建设，全市每年用于养老服务业扶
持补贴资金近7000万元，每个县（市、
区）已建成1家公办福利院和1家以上
民办养老机构，每个乡(镇)至少建成
1所农村敬老院或区域性中心敬老院。

常德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该
市结合农村敬老院三年提质改造计
划，加大对区域性中心敬老院建设力
度，大力推广“物业+养老”“家政+养
老”“互助养老”服务模式，使社区(村)
居家服务设施达到100%覆盖。

常德初步建成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
建成各类养老服务设施2927个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记者 曾
佰龙 通讯员 严畅）10月14日上午，
湘潭市民喻女士通过“建融家园”手
机 APP，完成注册和人脸识别后，只
用15秒，办下湘潭首张“房屋租赁合
同备案电子证照”。

喻女士家距离办理住房租赁合
同备案的湘潭市住建局办事窗口（九
华）有1个多小时的车程，且没有直达
公交车。当天，她在窗口工作人员的
指导下，下载 APP，完成注册认证程
序，很快拿到了电子证照，省了来回
奔波的时间和花销。工作人员赵丽
说：“过去办备案证明，从交材料、审
核到发证，至少需要2个工作日，网上

申办，承租户和出租户信息审核通过
后，15秒就可以下证。”

根据相关规定，市民在取得住房
租赁合同备案证明后，才能依法申领
居住证，享受义务教育、公共医疗、税
费减免、住房公积金等方面的权利和
服务，湘潭市越来越多的租户需要办
理住房租赁合同备案证明。为了让群
众少跑腿，湘潭市住建局与建设银行
湘潭分行联合打造“湘潭市房屋租赁
服务平台”，市民可下载手机APP，自
助申请租赁合同网签备案，此举受到
市民的普遍欢迎。该市在全省率先实
现了住房租赁合同网签备案证明的
电子化。

15秒！湘潭网上办理“房屋租赁合同备案”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见习记者
杨永玲 通讯员 李辉 周婧兮 李晶)

“前不久，我在美容院做护理时被烫伤，
后续赔偿一直没谈拢。经过‘五老’调解
员邓运先 4 次调解，我终于拿到了 1 万
元补偿金，还去相关医院进行了皮肤修
复。”10 月 14 日下午，永州市冷水滩区
狮子口社区居民蔡美玲说起自己的维
权经历，感触颇深。

蔡美玲所说的“五老”调解是冷水滩
区为缓解农村司法所干警力量不足的情
况，推行村级调解工作的新模式。2016
年开始，该区在花桥街镇敏村试点，聘请
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老组长和热心

老人组成“五老”调解员队伍，发挥他们
在群众中的威望，参与矛盾纠纷调解。

“如今的敏村小事不出村、大事不
出镇、矛盾不上交，成了远近闻名的美
丽乡村。”冷水滩区委常委、区委政法委
书记艾祥柏表示。

今年 9 月，冷水滩区全面推行“五
老”调解工作模式，在 181 个村聘请了
739名老人组建调解室。调解员选拔采

用村推荐、镇审核方式，由区司法部门
颁发聘书、进行业务培训。此外，该区还
采取“一事一奖”“以奖代补”方式，对

“五老”调解案件给予 100 元至 400 元
的奖励。

目前，该区各村“五老”调解室共摸
排各类纠纷 2065 件，调处纠纷 1927
件，成功率为93.32%，筑牢了基层矛盾
化解“第一道防线”。

在181个村聘请739名老人组建调解室

冷水滩区:“五老”调解员全覆盖

湖南日报 10 月
16 日讯（记者 张咪
通讯员 李景兰 彭丽
娜）“没想到这些校
服、工装还能设计得
这么别致、好看。”10
月 16 日湖南服饰博
览 会 暨 芦 淞 服 饰 节
上，醴陵市举行职业
服装展示对接会。T
台上，模特身穿多种
职业服装走秀，吸引
1000 余名观众围观、
点赞。

本次展示对接会
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
会指导，以“原创·赋
能”为主题，邀请湖南
国盛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省韶峰服饰有限
公司等 19 家醴陵本
土企业参展，集中展
示 在 醴 陵 生 产 的 执
法、消防等 22 类职业
服装。

醴 陵 现 有 服 饰
行 业 注 册 企 业 近
600 家，实体生产企
业 58 家 ，年 销 售 额
超 50 亿 元 。该 市 船
湾镇是“中国职业服

装 名 镇 ”“ 中 国 十 大 活 力 产 业 集
群”“标志服饰小镇”。近年来，醴
陵坚持产业集群发展，投资 3.2 亿
元，在船湾镇筹建规划面积 2000
亩的醴陵服饰产业园，打造服饰
产业集群，为株洲千亿服饰产业
链集群助力。

展示对接会上，现场签约21个
项目，金额达 12.5 亿元。其中，醴陵
市政府与株洲市职工大学（工业学
校）签署的产教融合战略合作，将
建立产教融合基地，设立企业技
师、专家工作室，提供实训实践场
地基础上，筹划打造醴陵服装产业
学院。

醴陵市还被省服装行业协会授
予“职业服装活力集群”荣誉奖牌，
该市19个服装企业分别荣获“职业
服装市场拓展奖”“职业服装创新质
量奖”“职业服装原创品牌奖”。

智慧“梅溪”生活幸“湖”
——长沙梅溪湖街道创新智慧网格化管理解民忧纪实

开福寺历史
陈列馆开馆

10月 16日，市民在长
沙市开福寺历史陈列馆参
观。当天，由开福区委统战
部主办的“诗韵飘香·情系
中华——开福寺历史陈列
馆开馆揭牌仪式暨开福区宗
教界第二届诗词大会”举行。
陈列馆记录展示了开福寺从
五代十国建寺以来的悠久历
史变迁和丰富人文内涵。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张颐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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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记者 龚雅
丽 通讯员 梁成文 梁言）今天，涟源市杨
市镇赛里社区居民邓文雄家中，诉源治理
工作站工作人员与双方当事人围坐一桌，
调解相邻通行问题。最终，当事人达成意
向，愿共同出资硬化纠纷路段。

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基层社会治
理格局中，涟源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
机制摆在首位，整合基层行政调解、人
民调解、行业调解和司法调解等资源，
在全市 20 个乡镇、高新区及街道挂牌

成立诉源治理工作站，构建诉源治理长
效机制。该工作站由党委领导、政府负
责、法院主导，融合行政调解、司法调
解、行业调解等解纷资源，整合法律咨
询、调解指导、司法确认等诉讼服务，为
群众打造便民利民多元解纷平台。

诉源治理工作站落成，乡镇居民在
家门口就能获得多元化纠纷调解服务，

极大降低维权时间成本、经济成本，也
为法院立案装上一个“分类过滤器”，有
效推进“分调裁审”实质化。同时，将诉
源治理工作与“屋场会”基层治理模式
相结合，将司法服务、解纷资源下沉，响
应群众诉求，用好“屋场会”议事平台，
将纠纷消灭在萌芽、化解在诉前，切实
增强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

涟源：“诉源”治理巧解纠纷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记者 成
俊峰)今天，衡阳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在衡阳国家高新区创新中心揭牌。

该公司由原湖南衡阳三塘国家粮
食储备库、衡阳茅坪湖南省粮食储备
库、衡阳四方粮油储备中心、衡阳油脂
储备库、衡阳市大自然生物实业有限
公司、衡阳市穗丰大厦6家企业整合而
创办的，强强联手，致力于进一步发挥
粮食安全和粮食收购中担任主力军的
作用，打造省内区域粮油龙头企业。

据介绍，衡阳粮食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是衡阳市唯一一家国有大型综合

性粮食企业，常年储备国家政策性省
市储备粮2.8万吨，国家最低收购价粮
4.6万吨，油脂储备0.38万吨。衡阳市
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整合6家企业的有
效资源，组建衡粮集团，是衡阳全面优
化粮食产业布局，确保区域粮食安全，
打造具有竞争力、影响力和保障力的
粮食企业标杆的一次积极尝试。下一
阶段，该市将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升
价值链、打造供应链，使该公司快速成
长为具有影响力的区域粮食龙头企
业，为推动全省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做出更大的衡阳贡献。

“六合一”打造省内区域粮油龙头企业
衡阳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