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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常德市城东新区（启动区）项目开工。 姜 沛 摄

推进片区开发，产业互补谋新篇

武陵区地处中心城区，农业面积小，
工业不能发展，土地寸土寸金。如何布
局产业，打造产业强区，建设美好武陵？

武陵区结合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
区的发展定位、产业特点和特色风貌等
因素，进一步明确不同片区在常德未来
发展中的定位，坚持从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两方面来综合考虑，推进片区综合
开发。在推进片区开发的进程中，该区
立足长远发展顶层设计，精心谋划产业
发展，注重片区之间产业互补，突出发展
文旅康养、金融商贸、现代物流、生产服
务、教育卫生、智慧新经济六大主导产
业，逐步形成“一核两翼三片”的产城融
合发展格局。

立标一核，打造白马湖城市中央商
务区,加快朝阳路 A 地块建设，推进产
业、政务、商务深度融合；贯通两翼，推
进武陵移动互联网产业园和常德智慧
产业园错位发展，形成既“顶天立地”又

“铺天盖地”的产业生态；打造三片，以
园区、片区、社区为招商落户载体，即以
东部互联网产业园区、西部智慧产业园
区、城东幸福新城片区为核心，以农产
品、钢材、建材、医药等专业市场为依
托，建设形成产城社区，以城市新建、改
建、扩建为依托，打造新的邻里社区，项
目引进实现新突破。

目前，旭辉国际新城、万达广场等投
资额超304亿的大型商业广场落户武陵；
农产品物流园等投资额超123亿的专业市
场投产运营；老西门城市文化旅游商业街
等投资额超78亿商业街区建成运营。

精准招商选商，鎏金土地引凤来

9 月 20 日，常德市城东新区（启动
区）项目建设现场，机器轰鸣。该项目是
2020 湖南省沪洽周全省签约最大的产
业项目，由全国 500 强企业旭辉集团投
资 130 多亿元，占地 1000 亩，今年 8 月
18日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将逐
步带动区域经济转型提升，最终实现重

塑城东片区。
这是武陵区高品质、精准招商选商

引来的“金凤凰”。项目从签约到开工，
用时 50 天，刷新重大项目招商落地的

“武陵速度”。近年来，武陵区创新工作
方法，精准招商，精准选商，把好营商入
口关，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迎来“春
天”。该区坚持“一把手”招商，党政主要
负责同志多次带队赴外省市招商、考察、
推介；抓好对接招商，切实加强与京津
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产业园区横向
经济协作，促成该区与发达地区产业对

接。紧盯大项目，大客商，主动对接“三

类 500 强”企业，促使万达广场、中建生

态城等一批大项目纷纷在武陵落地生

根。用活资源抓招商。依托外地德商资
源，引老乡、回故乡、建家乡。通过产业
招商、中介招商、委托招商等方式，建立
广覆盖的招商网，实现招商质效双增。

2019 年 5 月,武陵区组建招商促进
事务中心，成立机构抓招商。该中心一
改传统“一对一”签约模式，通过网选、实
地甄选、遴选、路演等程序，公开公平公
正地选出最符合业态发展和实力最佳的
投资企业。

城东新区（启动区）项目就是该区精
准选商的样本。这是武陵区乃至常德市

第一次公开组织竞争性磋商，经严谨地网
选、甄选、遴选后，7 家企业代表齐聚一
堂，轮番展示方案设计，专家评委团现场
打分，现场排名，现场公布路演结果，最终
结果无一家投资企业有异议。说起项目
落户武陵，中签者旭辉集团湖南区域总经

理金明杰说：“我们一路过关斩将，通过与

7家500强企业遴选、与4家500强企业

比选，才拿下这个项目。这让我们真真切

切地感受到武陵区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
来这里投资，更让我们放心。”

精准招商铸品质，鎏金土地引凤
来。今年是开放强市产业立市三年行动

“上台阶”之年，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武陵区主动
作为，攻克招商难关，招商工作成果喜
人。截至 9 月底，武陵区引进亿元以上
产业项目 22 个，总投资达 222.63 亿元，
已超额完成今年全年招商引资目标，投
资总额超过去年的203.8亿元。

大兴智慧产业，赋能高质量发展

俯瞰武陵区移动互联网产业园，18
万平方米的园区楼房林立，设施齐全，环
境优美，成功引进和培育出以名家医药、
北电正光、北京云谷等为代表的一批龙
头企业入驻。武陵区移动互联网产业园

作为支持和发展移动互联网、文化广告
创意、科技研发三大产业的专业性园区，
大兴智慧产业，助力武陵区经济发展。

武陵区委、区政府在建设园区时，以
高标准的规划设计、超前的惠企理念铸
造园区灵魂，不断探索创新园区高质量
发展路径。该区精准对接北上广深等发
达地区，承接一线城市产业梯度转移，成
功构建“1+2”产业联盟。今年以来，园
区已累计签约携康智慧医疗、VV语音网
红直播总部基地4个亿元以上重点智慧
产业项目，360 城市安全（数智武陵）总
部基地等3个项目已签约。

深耕沃土，厚积薄发。目前，东部片
区武陵区互联网产业园已入驻企业 142
家，年产值超过 70 亿元，智慧产业年总
产值超60亿元，占园区总产值比重80%
以上，基本形成以软件开发、互联网医
疗、网游制作与推广、大数据与云计算等
新兴行业为代表的智慧产业集群，特色
立园路径更加清晰。

武陵移动互联网产业园二期重点打
造的双英大厦已即将启用。该大厦占地
23亩、总投资约3亿元，建成后可集聚互
联网及文化创意企业 150 余家，实现园
区智慧产业产值破百亿，提供就业岗位
近 3000 个。目前，已有 48 家意向企业
申请入驻双英大厦。

东西互应、两翼齐飞。即将启动的
重头戏“西翼”武陵智慧产业园，规划面
积 2.2 平方公里，主要培育移动总部经
济、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电子商务、智能
研发等产业，建成后可实现与大学城智
慧谷的无缝对接，为产业发展提供人才
和智力支撑。

风劲帆满海天阔，俯指波涛更从
容。站在新时代的新起点，武陵区将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的重要讲
话和指示精神，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做优
做强实体经济，努力在构建新发展格局
中，展现武陵作为，彰显武陵担当，在推
动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奋力书写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湖南新篇章的

“武陵答卷”。

乘风破浪奋楫行
——常德市武陵区打造产业强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姜鸿丽 万 成 郭海龙 熊 祎 何 颖

滔滔沅水穿过常德城，弯成一个“几”

字形。“几”字形上方的武陵热土，片区开

发推进正酣，产业布局大幕拉开，鎏金土

地走俏市场，引得凤凰栖满枝。这样蓬勃

的发展势头，是常德市武陵区打造产业强

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而蓄积的动能。

今年是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收官之年、决胜之年，是常德“开放强

市 产业立市”战略的上台阶之年。面对

疫情，武陵区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发

展，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实

现各项主要经济指标逆势上扬。

9 月 10 日，《2020 中国城区高质量发

展白皮书》发布的2020中国百强区的榜单

中，武陵区榜上有名，排名第43位，在湖南

省仅次于长沙市雨花区。

近日，武陵区中小企业发展基地作为

常德市唯一代表，成功入选2020年度国家

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

打造产业强区，建设美好武陵。武陵

区正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汪洋大海中，乘风

破浪，奋楫前行，激荡起蓬勃的发展力量。

一直以来，常德市天汇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高度重视廉政文化建设，通
过加强政治领导、严格纪律规定、创
新廉政风险防控措施等，狠抓反腐倡
廉教育，强化公司员工的廉洁从业意
识，从源头上构建“不敢腐、不能腐、
不想腐”的长效机制，在公司上下营
造出风清气正的良好发展氛围。

固本清源，反腐倡廉。该公司严
格遵守《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
从政若干准则(试行)》以及中纪委对领
导干部提出的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廉
洁从政的“四大纪律八项要求”的规定，
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提高公司员工廉洁自律意识。该

公司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一把手负
总责，把廉政建设工作纳入全面工作目
标，统一领导，全面落实；加强对权力运
行的制约和监督，试行重大决策、重要
工作集体讨论决定，严格落实“三重一
大”和“两同时谈话”制度，公司决策质
量和水平得到大大提高。

为进一步巩固反腐倡廉成果，该
公司积极建立廉政风险防控体系，设置
标准化的贷款业务流程和操作指引，对
操作流程、岗位职责及行为规范进行明
确规定，实现业务流程和工作岗位的全
覆盖。下一步，该公司将继续推进党风
廉政建设与各项业务工作深度融合,推
动公司高质量发展。 （杨 菁）

常德市：以清廉文化助推业务高质量发展

“老乡，低保金打到您卡上了吗？”
“数额是否准确？”“发放是否及时？”连
日来，常德市鼎城区纪委监委督查组
分赴各乡镇，专项督查农村低保政策
执行情况。今年，该区聚焦“四个精
准”，在全面监督政策落实基础上，推
动健全制度机制，筑实社会保障网络。

为确保低保对象“应保尽保”，
鼎城区先后出台“社会救助申请家
庭经济状况计算评估实施细则”和

“ 社 会 救 助 家 庭 收 入 计 算 评 估 标
准”，精准识别救助对象，将符合条
件因病因残支出型且有持续重大支
出的贫困家庭，按“支出核减”政策
纳入低保保障范围，有效杜绝因病
因残返贫。同时，开展社会保障兜

底集中治理，通过联点包片实行精
准 救 助 ，全 区 今 年 农 村 低 保 新 增
2020 人，清退 424 人，城乡特困供养
新增 134 人，清退 218人。

该区纪委监委定期与扶贫部门
进行数据比对，及时掌握未脱贫人口
和收入不稳定、持续增收能力较弱、返
贫风险较高的已脱贫人口中，尚未纳
入农村低保、特困救助供养范围人员
的相关信息，分析其返贫致贫风险，从
而精准实行动态调整。此外，对受疫
情影响导致难就业、收入减少等生活
困难家庭，该区予以精准临时救助，通
过优化审批程序，及时将符合条件的
对象纳入救助范围，2020年已临时救
助3883人次。 （龚 瑶 何梦黎）

常德市鼎城区：

“四个精准”筑实社会保障网

周 俊 周俊刚 彭鹏展

连片的稻谷一望无垠，于徐徐微风中
荡起金色波浪；鲜嫩的菊花爬满山坡，在
秋雨中散发沁人芳香；延绵的经果林漫山
遍野，在青山环抱中尽情舒展枝桠……

深秋时节，走进双峰县锁石镇，一幅
幅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丽画卷徐徐展
开。沉醉期间，谁也不会把这里与深度
贫困地区挂钩。

锁石镇地处双峰县南部，下辖23个
行政村和1个社区，总人口3.81万。全镇
共有贫困人口1299户3787人，23个行政
村其中就有10个属于贫困村，是双峰县
深度贫困乡镇、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走农
旅结合的道路；坚持产业、就业双措并举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道路。咬住目标不
放松，一年一小变，三年聚大变，全面决
战脱贫攻坚！”脱贫攻坚号角吹响，镇党
委书记欧阳鸿政向全镇干部群众许下庄
严承诺。

找准定位，全力攻坚，步步为赢！
坚持“两山”引领、“两业”并重的发

展理念，拿出“咬住青山不放松”的劲头，
锁石镇在全面决胜小康社会、决战脱贫
攻坚的路上奋勇向前。一个个丰硕的成
果，化作一朵朵绚丽的浪花，汇入新时代
的波澜壮阔。

精准定位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017 年，娄衡高速锁石互通开通，
为交通闭塞的锁石镇打开了一扇发展的
大门。一时间，前来意向投资办厂的老
板络绎不绝。

栽得梧桐树，引来金凤凰。谁才是
真正的“金凤凰”？

欣喜之余，锁石镇党委政府保持了
高度的清醒和坚强的定力，杜绝眉毛胡
子一把抓，确立以绿色产业为统领的发
展战略，走农旅结合，产业融合的道路。

三年来，全镇婉拒了意向投资的铝
制品等污染较重的企业12家，有选择地
引进了服装、家居、鞋业等5家“不冒烟”
的企业，培育出“花之缘”、“福寿”、“刁嘴
巴”、“林源”、“共铭”、“恒基”6家农产品
深加工企业。这些企业都与贫困人口建
立利益联结，其产品均通过国扶系统产
品认证，成为助力脱贫攻坚的龙头。

全镇 18 个村组建了农民专业合作
社，全部与贫困户进行利益联结，采取“合
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建立了油菜、
龙虾、中药材、泥蛙、油葵、湘莲、食用藕、
贡菊、青蒿、艾草、黄栀子、光伏发电、葛
根、特种水产、有机稻等29个产业基地。

目前，全镇已发展中药材种植基地
5 个，面积 805 亩；特种水产养殖基地 3
个，面积 1390亩；莲藕种植基地 2个，面
积 1100 亩；黄山金丝贡菊基地 1 个，面
积 180亩；火龙果火种植基地 1个，面积
80亩；优质无公害有机稻种植基地1个，
面积 180亩；油菜种植中心基地 1个，面
积1.5亩。

搭上绿色发展快车，芙蓉村发展稻

田公园、上尧荷花、油菜、龙虾、玫瑰葡萄
园等产业基地，打造福寿粮油农产品深
加工品牌，发展三荷农庄、凤舞酒家、问
客杀鸡、芙蓉农家院、民俗博物馆、红色
剪纸文化馆等第三产业，从深度贫困村，
一跃成为了产业“标兵”。

“住在花丛中，吃上‘生态’饭，实践
证明，坚持走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
路子是对的。”芙蓉村村支书王长安介
绍，随着产业的日渐成熟，去年村民人均
收入突破1.1万元，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突
破10万元。

农旅结合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7月份，锁石镇千亩荷花连片怒放，
红的、粉的、白的，远远望去，像一只只彩
蝶飘浮在莲叶上，连绵到大山脚下，置身
其中，如临仙境。不仅吸引了大批游客，
而且每亩可为村民增收2000余元。

存入“绿水青山”取出“金山银山”，
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就是绿色银行的反
哺。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交通便
利的区位优势，锁石镇将乡村旅游、美丽
乡村、产业扶贫有机融合，打出“基地+
农户+合作社+农家乐+美丽乡村建设”
等多元化组合拳，实施锁石、车田、大溢
塘、芙蓉等五村连片整体开发和“一村一
品”“一户一策”旅游战略，形成万亩油菜

基地、千亩荷花基地和百亩菊花基地为
代表的“花之缘”生态旅游;游清竣亭、登
金紫峰为代表的“山之恋”风光旅游。

围绕打造以“四季花海、以花结缘、
以花迎客、以花致富”为主题的“花之缘”
锁石镇3A级旅游景区目标，该镇整合项
目资金3000万元，重点打造了“花之缘”
特色产业基地和金紫峰宝觉寺、冷山冲、
上尧荷花、枧水冲森林公园、车田河沿河
生态风光带等乡村旅游项目8个，发掘、
新建“锁石八景”。

凭借 3 万亩油菜规模，锁石镇连续
举办了九届“花之缘·锁石情”油菜花文
化旅游节，2019年获评全省“醉美湘镇”
荣誉，2020年更是被选定为湖南省第二
届油菜花节主会场。通过油菜花文化旅
游节带动，当地村民累计销售农产品
1800万元，发展家庭电商近 50家，发展
特色农产品销售摊点200家。

产业兴旺，游人如织。大溢塘、车
田、芙蓉、坪壤山、群山等贫困村吃上了

“旅游饭”，锁石精制豆豉辣酱、菜籽油、
菜花蜜、柴火腊肉、坛子菜、红薯粉、红薯
片等土产品依托乡村旅游人气搭上了

“电商快车”。“花之缘”、“刘无敌”、“问客
杀鸡”、“柴火食堂”、“盘古有机大米”、

“富硒米”、“富硒太空莲”、“锁石豆豉”、
“走地鸡”、“ 刁嘴巴”等品牌，成为了畅
销产品。

“现在游客可以尽情欣赏，过段时间
它们就要搭上飞机，漂洋过海了。”在齐心
秋菊基地，负责人王颂风自豪地介绍，“这
些金丝贡菊，最大的每朵能卖10块钱，明
年我还要扩种100亩。”该基地共发展金
丝贡菊 180亩，与 29户贫困户建立了利
益联结，还解决了10个贫困劳动力在家
门口就业。“齐心秋菊”已成为锁石旅游的
一张闪金名片，新锁石“八景”之一。

绣花功夫
——激活农村造血功能

“7月份摘了不到一个月的莲蓬，赚
了 4000 多元,加上土地流转的 1000 多
元，从荷花基地每年至少能拿到 6000
元。”算起经济账，贫困户彭树英掰着手
指头，咧开嘴笑了。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江龙介绍：
“农村造血功能的激活，这样的笑容在锁
石镇越来越多。”

芙蓉村原有耕地1787亩，又流转周
边3个村的1200亩土地，建立了上尧翠
荷特色农业产业园，吸纳劳动力50人，带
动周边50余人参与“稻-油-荷”种植。

锁石镇将增加农户收入作为试金
石。一手抓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依托
国家政策和县城工业园组织贫困劳动力
转移就业，开通了锁石至县城的务工专
车，对贫困劳动力劳保部门跟踪服务，提

供务工信息，实施动态管理；一手抓贫困
劳动力家门口就业，依托本地产业，优先
就近安排贫困劳动力就业。

农业产业带动了乡村旅游，乡村旅
游带动了服务业，全镇培育出特色农家
乐 20 余家，吸纳 50 多名劳动力就业。
扶贫车间和农业产业深加工企业更是吸
纳贫困劳动力100多人。依托绿色产业
带动，许多贫困户当起了小老板，当起了
创业者。车田村贫困户王梦连承包了村
里的油茶林基地，一年下来有 6 万元毛
收入。他笑着说：“每公斤120元的茶籽
油供不应求，我计划对油茶林基地进行
品种改造，带领更多的贫困户一起干。”

“不仅要让村民实现物质上的脱贫，
还要实现精神上的脱贫。”产业兴旺，村
民的腰包越来越鼓，锁石镇又在乡风文
明建设上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在全镇范
围内开展禁燃、禁赌、禁毒、禁止使用一
次性用品等行动；将乡风文明、移风易
俗、摒除陋习等写入“村规民约”；开展环
境卫生整建、文明家庭评选等，打响文明
卫生和天蓝地绿保卫战。

锁石镇坚定“两山”发展理念，实施
“两业”并重的发展战略，形成了乡村发
展的良性循环，有力提升了脱贫质量和
脱贫效果。

耕耘在希望的田野
——双峰县锁石镇“两山”引领、“两业”并重攻穷山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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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上午，国道G319常德
汉寿太子庙路段，在公安交通集成指
挥平台预警下，一辆涉嫌逾期未年检
的小车迅即被交警执法服务站民警拦
截。这是常德智慧交通发挥的作用之
一。近年来，得益于“互联网+科技”平
台的有力支撑，常德公安交管工作迈
入了智慧交通警务时代。

据悉，常德交警在全省率先建成公
安集成指挥平台，依托设立在辖区道路
上的913套卡口系统、1266台执法取
证设备及13个执法服务站等硬件，运
用集成平台图像二次识别系统，自动识
别比对过往车辆特征，准确锁定各类违
法车辆后发出预警，提醒民警及时拦截
查处。今年1-9月，常德交警累计查处

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44万余起，全市道
路交通事故起数和受伤人数同比分别
下降6.68%、19.73%；去年至今未发生
较大及以上交通事故。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智慧交通建
设水平，目前，常德交警以“新常德、
新创业”为契机，将城区 42 条主道和
165 条街巷的交管系统全面升级，让
江北、江南城区和常德经开区，融入
系统完善、覆盖广泛的交通信号控制
体系，使道路路口灯控率达到 90%，
灯控路口人行横道灯率达到 100%，
路口监控率达到 90%。此外，随着各
区县（市）城区智能交通系统同步升
级，将形成智能交通系统全市城市道
路一体化格局。（卢 霞 牟建平）

常德市：智慧交通提升交管质效

“伙计记住，开车不喝酒，喝酒不
开车。昨晚，某某酒驾，罚款 2000
元，记12分。不值呀！”这是今日在吴
某手机微信群的友情提示。

10 月 10 日，桑植县交通问题顽
瘴痼疾集中整治办公室和县禁毒办
牵头，联合运管所、交警大队、禁毒大
队等相关部门在重点路段开展联合
执法行动，重拳整治辖区内交通违法
行为，剑指酒驾、醉驾和毒驾。

在省道 306 小溪口路段、瑞塔铺
镇瑞市居委会路段、城区和平路、帅乡
路等地，工作人员采取设卡检查的方
式，对省道、县城主干道来往的“两客
一危一校”等重点车辆从严查处违法
行为，对每一位过往的货车司机进行
尿检。重拳整治酒驾、醉驾、毒驾，以

及货车、客车超限超载超员、无牌无
证、安全基础设备不齐全，校车乘车学
生未系安全带等等严重交通违法行
为，做到发现一起、纠正一起、查处一
起，同时坚持安全教育和处罚相结合
的原则，确保道路交通安全有序。

据悉，这是今年以来的第10次联
合行动，从当日下午 15 时开始，持续
到晚上 22 时。此次行动共查处各类
交通违法行为 105 起，其中酒后驾驶
机动车违法 8起，车辆改型违法 4起，
货车超载违法10起，涉牌涉证13起，
校车违法 3 起，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
系安全带、接打手持电话、驾驶摩托
车不戴安全头盔等各种交通违法行
为92起。

（黎治国 钟 懿）

桑植县：对交通违法行为“零容忍”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
南省分公司拥有对湘潭吉浩贸易有限公
司等 30 户债权，拟依法进行公开处置，现
予以公告。

债权金额：湘潭吉浩贸易有限公司等
30 户 债 权 本 金 合 计 人 民 币 305,840,
871.62元，利息合计人民币62,144,886.31
元。（详见附件债权资产清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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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中国华融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官网（网址：www.chamc.
com.cn）公告附件《债权资产清单》。

注：本公告披露的债权资产及相关担
保情况仅供投资者参考，实际以投资者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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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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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先生 谢先生

联系电话：0731-84845012
0731-84845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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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女士

联系电话：0731-84845005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

南省分公司
2020年10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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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