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记者 肖霄）
10月21日，位于邵阳市大祥区的湖南
省润润冷链物流有限公司门口，一辆
辆装满新鲜蔬菜的冷藏车有序开出。

“有了食品经营许可证，公司配送订单
源源不断。”该公司负责人说。

今年春节期间，该公司拿到100吨
东北大米、100吨蔬菜及部分日用品的
仓储配送订单，但因无食品经营许可
资质，未能实施此项业务。邵阳市市场
监管局迅速开通急事急办、特事特办
绿色通道，经审批合格，很快发放了食
品经营许可证，解了公司燃眉之急。

今年来，邵阳市委、市政府围绕“六
稳”“六保”目标任务，紧紧抓住保市场主
体这个“牛鼻子”，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
市场主体持续壮大。截至10月中旬，全

市新增市场主体49257户，增量居全省
第3位，市场主体总量达34.6万户。

为保市场主体，邵阳市以深入推
进商事制度改革为主线，全力优化市
场准入环境，简化企业开办环节，特别
是大力支持企业在线申办业务，网上
登记实现秒办秒批，企业全程电子化
登记比例达到85%。

同时，用服务帮企，以环境留人，
推动市场主体旺起来。邵阳市出台优
化营商环境“邵十条”，举办“民营企业
家沙龙”活动，市直相关单位负
责人面对面帮助企业解难题；全
面提升办税效率，出台多项税费
优惠政策，加速企业复工复产复
销；通过降低融资成本、增加信
贷支持，加大金融惠企力度。

邵阳市还紧扣扩大内需这个战略
基点，积极搭建合作平台，常态化组织
大型商超和农产品加工企业对接。市
县两级积极组织行业协会、商贸流通
企业举办购物周、狂欢节等各类促销
活动，促进市场消费回暖。

邵阳市市场主体存量稳固、增势
强劲，有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今
年前三季度，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 1570亿元，同比增长3.0%，居全省第
2位。

根据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分行与吴垒彬于2020年9月29日
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华融湘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将其对下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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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转让给吴垒彬。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
吴垒彬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公告资产清单中所列债务
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吴垒彬履行主债权合同、担保合同及
相关附属权益文件约定的还本付息义
务和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
分行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
湘府东路208号

联系人：危女士
联系电话：0731-88781359
吴垒彬
联系地址：长沙市雨花区韶山南

路73号6栋1门102房
联系人：吴垒彬
联系电话：13874812771

2020年10月26日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与吴垒彬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注：1、本公告资产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3月21日的贷款本息余额及垫付费用，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吴垒彬的利息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法院判决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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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资产清单
借款人名称

临沧市临翔区
万鑫建筑器材
租赁部

沧源县万鑫钢
管租赁部

债权本金（元）

4,706,601.28

4,800,000.00

债权利息（元）

2,959,074.44

2,098,487.54

已缴纳费用（元）

53,939.00

61,793.00

担保人

周书渐，黎玉喜，赵湘林，李莎莎，临沧市临翔区万鑫建筑器材
租赁部，浏阳市钦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衡阳市蒸湘区华兴建
筑器材租赁部，萍乡市宝光建筑器材租赁站、衡阳市蒸湘盛平
建筑器材租赁站、沧源县万鑫钢管租赁部

沧源县万鑫钢管租赁部、临沧市临翔区万鑫建筑器材租赁部、
衡阳市蒸湘区华兴建筑器材租赁部、萍乡市宝光建筑器材租赁
站、衡阳市蒸湘盛平建筑器材租赁站、赵超、孔夜子、赵湘江、邓
辉玲、浏阳市钦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赵湘林、李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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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记者 蒋睿
通讯员 黄武平）10月20日，连绵秋雨
按下“暂停键”，湘潭市雨湖区姜畲镇白
鹭村美丽屋场的老人们，有的到凉亭下
棋，有的在休闲步道聊天。年届八旬的
村民李楚芝说，自3年前沿村道周边建
成美丽屋场后，这里成了一座农家公
园，居家养老特别开心。

湘潭市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以促进乡村振兴。整治中，该市因地
制宜、分类实施，采取一系列措施不断
提高群众参与度，并积极拓宽资金保障
渠道，有序推进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
扎实开展“厕所革命”、国省道周边环境
治理，全面铺开村级垃圾处理付费制，
大力实施示范乡镇（村）、美丽屋场、美
丽庭院创建活动等。

今年，湘潭市出台有关文件，指导
各县（市、区、园区）从实际出发，制定生
活垃圾处理付费标准和收取办法，实行
专款专用。目前，全市 763 个行政村按
照上级指示精神，已全部建立生活垃圾
处理付费机制，在全省率先实现农村生
活垃圾处理付费服务行政村全覆盖。

湘潭市还大力实施垃圾处理提升
工程、开展污水治理行动、推进农村“厕
所革命”。制定实施 12 个专项行动方
案，明确各村具体建设项目，挂图作战。
截至目前，农村垃圾集中处理率达
100%，污水治理率超过 40%，卫生厕
所覆盖率超80%。

按照“政府主导、村组组织、农民
主体、社会支持、共建共享”原则，湘潭
市组织高校 134 个团队开展“设计下

乡”志愿服务，为村组提供美丽屋场特
色设计和形象推介方案。同时，全市
763 个村全面完成村规民约修订，定
期召开户主会，组建“巾帼志愿队伍”，
开展“村庄清洁巾帼行动”，建立环境
卫生“红黑榜”，树立奖优罚劣的鲜明
导向，营造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比学赶
超浓厚氛围。

世界咖啡师大赛
长沙分赛区选拔赛举行
湖南日报10月 25日讯（记者 欧阳倩）24 日至 25 日，

2021世界咖啡师大赛中国赛区长沙分赛区选拔赛在湖南高桥
大市场举行。这是高桥大市场纳入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长沙片区后举办的首场国际性专业赛事，将为中非经贸合
作促进创新示范园建设注入新活力。

世界咖啡师大赛于2003年进入中国。这次长沙分赛区选
拔赛是第4届。经海选选出的13名专业咖啡师，分别在15分
钟内完成了12杯咖啡调制。专业评委从设备运用、咖啡豆拼
配、制作咖啡技巧、咖啡创意度等方面，对每个作品做出评分。
长沙赛区获奖选手将在中国区赛和世界赛中继续施展专业技
能，赢得更大荣誉。

作为大赛承办方，高桥大市场有中南地区“咖啡之都”的
美称。该市场以纳入自贸区为契机，加快推进中非经贸合作促
进创新示范园项目建设。今年8月，示范园子项目——非洲咖
啡街、非洲可可中国营销中心正式投入运营。

2020中国·张家界
半程马拉松赛报名启动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记者 宁奎 通讯员 张新）
10月23日，张家界市文旅部门发布消息，2020中国·张
家界半程马拉松赛将于11月14日在张家界市民广场
鸣枪开赛。目前，这项赛事已启动报名程序。

为应对疫情影响，打破体育旅游行业困境，今年
6 月，张家界市政府与湖南省体育局签订共建湖南省体
育旅游示范城市战略合作协议，先后开展潇湘100系列
赛、天门山自行车赛等活动，推动体育旅游业复工复
产，取得良好效果。

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这次赛事设半程马拉松赛
（21.0975公里）、全民健身欢乐跑（5公里）两个组别，参
赛规模为 5000 人。其中，半程马拉松 3000 人，分为男
子组和女子组；欢乐跑2000人，包括迷你个人跑、情侣
跑、家庭亲子跑。

南岳区
推进现金服务示范区创建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赵小平
陈国璋）“我们超市零钞需求量较大，现在取零钞网上预约就
行，银行还会提供上门兑换服务，真的很方便。”10月25日，衡
阳市南岳区逸杰超市负责人杨清元告诉记者，自从该区创建
现金服务示范区以来，感受便利多了。

据了解，去年来，南岳区积极开展以“现金整洁度好、社会
满意度高、现金业务基础建设好、软硬件设施先进”为目标的
现金服务示范区创建活动。该活动由中国人民银行衡山县支
行牵头，组织南岳城区6家金融机构参与，结合南岳旅游区特
点，出台了创建方案，形成了政府、人行与金融机构齐抓共管
的联动机制。

通过优化服务设施、完善监督管理机制等，南岳区现金服
务示范区创建稳步推进，各金融机构人民币流通环境持续改
善，办理现金业务更加方便，广大群众也增强了对假币的辨别
能力。同时，人民币整洁度不断提升，在该区现金服务整洁度
调查问卷中，客户满意率达到95%。

非遗文化种进孩子心田
——长沙市雨花区非遗馆

打造独特的“希望工程”

郑展翅

非遗，这个词我们或许都有耳闻。在人类历史长河
中，她是由广大劳动人民的双手汇编成的一颗璀璨明
星，却随着时间的流逝，光芒逐渐变得黯淡。与此同时，
有一群志愿者，他们不希望这种古老而美好的文化变
成回忆，尽自己的力量让她恢复之前的繁荣和伟大。

深秋之时，我怀着一探究竟的心理，前往这群志愿
者所在之处——长沙市雨花区非遗馆，一个蕴含着全
国各地精彩文化的地方。

一个研学的好去处

木工坊中，摆放着一幅令人回味无穷的老画：精神充沛
的艺人，活跃积极的孩子，移动在手间的工具和逐步成型的
木头。另一侧的工作室里，孩子们正在手艺人的指导下编织
出一个个鲜艳靓丽的中国结。而陪伴在这些孩子身边帮他
们一起做工、拍照的，除了手艺人，还有他们的家长。

“亲子体验是我们在假期中最为推崇的项目。”馆
长郭存勇介绍，“我希望这些父母能和孩子们一起喜欢
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在每个人心中留下印象。”

5 年前，非遗馆就开始了针对学生的研学体验课
程。一年时间，便打造成了有30个不同非遗项目的研学
实践教育基地，可同时满足1500人参与体验。如今，非
遗馆已接纳全国各地大中小学生约30万人次。

此外，非遗馆也是各高校美术生的常年观光之地。
除了湖南本地的大学生，还有来自湖北、四川等地的大
学生经常带着作业来到馆内，和手艺人老师一起探讨
毕业设计方案等。

“走出去”，让非遗进校园

了解到这些，我感佩于郭馆长对普及非遗文化的
付出，可单纯的体验课又让我怀疑，非遗的未来或许只
是一叶不系之舟。

郭馆长早已预想到非遗的未来，“光做研学和体验是
肯定不够的，我们不仅仅是把别人‘引进来’，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走出去’，让非遗进入校园，变成孩子们的课程。”

雨花区非遗馆研学负责人刘俊熠介绍，2017年，非
遗馆就和长沙市中雅培粹中学开展了合作，在竹编、棕
编、女书、木工、皮影戏5个项目中发展出可以量化的课
程。双方约定“以非遗特色建校”，让非遗在10年内在学
校扎根，共同打造非遗特色校园。

“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尽力让非遗的脚步踏入教育的
门帘。在雅礼实验中学、湖南师范大学附属滨江学校、长沙
市一中雨花新华都学校等近百所中小学，都设置了相关课
程。”刘俊熠说，“我们的目标不满足于此，我们希望非遗教
育能在学校普及开来，把非遗手艺课程从选修改为必修，
设计相关的学分，让非遗教育更深入孩子的内心。”

让非遗种子长成参天大树

“为什么要让非遗走入教育？因为我们是在栽培参
天大树，而不是在种豆芽。”郭馆长认为，非遗手艺最重
要的是让孩子有最基本的动手能力，动手能力衍生出
灵感，灵感则会增强孩子的创造力，这对以后的工艺创
新有说不尽的好处。而且年轻人手下的传统手艺，能更
好地与当代社会需求接轨。

在他看来，经常体验非遗手艺的孩子，长大后会对手
艺培训产生儿时的记忆。如果他们恰巧从事设计和艺术
行业，对艺术的“条件反射”就能更好地推动他们在行业
内发展。非遗教育普及了，这种拥有儿时记忆的设计师、
艺术家会更多，也会推动整个行业发展得更快。

“非遗是老祖宗的东西，更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值
得我们发扬光大。我们首先要把保护传承工作做好，让
更多人喜欢并接受，让非遗更好地融入生活、走向世
界。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是要有人愿意培育。”郭馆长道
出了一名非遗保护志愿者的责任和使命。

娄星区“互联网+监督”
剑指小微权力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记者 周俊 通讯员 何邵林 周哲）
10月23日，全省纪检监察系统观摩团来到娄底市娄星区杉山
镇机关及花溪村，观摩“互联网+村级小微权力监督”工作。娄
星区小微权力公开、村级工程项目和财务情况公示等做法，受
到观摩团高度肯定。

娄星区聚焦村级小微权力，通过“互联网+村级小微监督”
工作，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持续保持遏
制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高压态势。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
和信访较为集中的权力事项，分重大决策、日常管理、便民服
务三大类别，逐类逐项梳理、归纳、审核，并进行年度动态调
整；绘制小微权力运行图表，让村干部清楚自己“什么能干、什
么不能干”，让群众知道村干部“干了什么、干得怎么样”；运用
村务公开栏、“互联网+监督”终端查询机、手机APP、监督服务
微信群等，对村级财务及项目建设等实行全面公开。

同时，建立健全“互联网+村级小微权力监督”工作组织架
构，各乡镇、街道专设“互联网+监督”平台专管员、村级工程项
目专管员、村级工程项目评审专管员，做到机构专设、人员专
责；建立“四个一”工作法，坚持一周一线上监测、一月一线下
暗访、一季一考核通报、一律提级审核，有效提升治理基层微
腐败效能。

益阳发布电梯安全规定
湖南日报 10 月 25 日讯（通讯员 胡爱华 记者

杨玉菡）10月21日，《益阳市电梯安全规定》正式公布，
自2021年2月1日起施行。

《规定》明确了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及电梯生产、销
售、使用、维护保养、检验检测单位的职责；将物联网技术
纳入电梯安全应急处置平台建设；规范电梯维修经费筹
集行为；对电梯维护保养信用监管与行业诚信体系建设、
电梯安全责任落实与安全风险管控作出规定；规范电梯
制造、维保、使用各方行为。同时，对电梯制造、维保中设
置或变相设置技术障碍、电梯轿厢放置或者加装与安全
无关的设施设备、破坏电梯物联网监控终端设施、电梯维
护保养偷工减料等行为，作出禁止性规定。

据了解，益阳现有在册电梯10586台，年均增速在
15%以上，电梯安全问题投诉逐年攀升。这次《规定》出
台，及时回应了社会关切，为构建电梯安全长效机制、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提供保障。

道县陈树湘党性教育基地
开工建设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记者 蒋茜 通讯员 谢万波 何云飞)
10月23日，道县陈树湘党性教育基地(道州长征学院)项目正
式开工建设。

道县是我省红色文化重点县，也是永州市唯一入选国家
“重走长征路”红色旅游精品线路的县区。近年来，该县深入开
展红色文化创建工作，修缮革命遗址，挖掘长征文化、地域文
化，努力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注
入活力。

陈树湘党性教育基地(道州长征学院)项目是道县推进红
色文化创建工作的重要举措。该项目位于道县西北部，与陈树
湘烈士纪念园、何宝珍故里等红色景点相邻。项目总投资5.3
亿元，占地254亩，将围绕“党性教育”“红色文化”等主题，打造
集教学、实践、住宿等功能于一体的学习基地，为广大党员干
部提供一个锤炼党性修养、筑牢党性根基的教育平台。

邵阳持续壮大市场主体
今年至10月中旬，新增市场主体49257户，居全省第3位

湘潭扎实整治人居环境
农村垃圾集中处理率达100%，污水治理率超过40%

5G直播卖货忙
10月24日，花垣县双龙镇十八洞村，村民施林娇在使用电信5G网络进行直播，推介当地特产。最近，中国电信花垣分公

司为十八洞村完成5G网络建设，方便村民和游客享受5G带来的高速上网体验。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嘉禾规范农机管理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邓和明）

“老乡，拖拉机拉稻谷不能超载，人也不能坐在稻谷上。”当前
正是秋收时节，嘉禾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工作人员，赴各乡镇督
查农机安全生产情况，指导秋收工作。

去年11月，嘉禾县开展拖拉机安全顽瘴痼疾专项整治行
动。县农业农村局一手抓源头管控，一手抓专项整治，确保全
县农机安全生产平稳有序。目前，该县拖拉机牌证注销报废核
减比例达76%，近年来没有发生一起农机农事安全事故。

同时，嘉禾县全面规范农机牌证源头管理，严格按照农业
农村部“两个部令、两个工作规范”要求，严把车辆注册登记
关、安全技术检验关和驾驶员考试发证关。深入开展“送检下
乡”便民服务活动，联合保险公司等部门赴各地进行拖拉机集
中年检工作，办理拖拉机登记、检测、保险、过户等业务。还组
织执法力量，对无牌无证、逾期未检、逾期未报废和拖拉机非
法载人、人货混装、超载等进行集中整治，营造高压严管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