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进城乡客运一体化发展，打通群众美好出行“最后
一公里”。10月11日，中方县公交公司接管中方县城乡客
运市场运营，标志着怀化城乡客运一体化正式启动。

2018年，中方县正式纳入“全省城乡客运一体化示范
县”第一批创建县市。按照“一县一公司、公车公营、城乡
统筹、乡村全通、价格惠民”原则，怀化城乡客运一体化坚
持“公交优先、城乡一体”发展理念，以新能源客车作为主
要运力，实现中方县12个乡镇、130多个建制村公交线网
全覆盖，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出行更安全、更环保、更便捷、
更实惠。

怀化公交集团董事长曾平表示，按目前回购车辆的计
划，中方县180台车将按照公交集团的统一模式运行，实
行无人售票、刷卡乘车，同时运用智能调度系统进行运营
管理，能够确保安全，保证市民乘车更加方便。

据了解，怀化城乡的公交车辆对于65岁以上老年人、
残疾人及伤残军人实行优惠政策。同时，参照《湖南省城
乡客运一体化示范县验收标准》，在价格上将下降 30%。
今年年底前，怀化公交集团将完成中方县城乡客运一体化
验收工作。

(谢 娜 谢红文 张 丽)

怀化城乡客运一体化正式启动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分公司拥有对湖南佑丰通用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的债权，拟依法进行公
开处置，现予以公告。

债权金额：截至 2020 年 10 月 20
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
南省分公司对债务人湖南佑丰通用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及相关担保人的债权
本金为人民币 47,419,910.28 元，利息
为人民币 12,316,641.32 元（该户债权
金额信息均详见债权明细清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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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公告附件《债权明
细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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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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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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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先生 樊先生
联系电话：0731-84845031

0731-84845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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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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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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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记者 张颐佳

近日，德荣医疗智慧物流产业园奠
基仪式在长沙金霞经开区举行，建成后
将成为我省医疗器械领域数字化程度最
高的特色园区之一。而此前不久，恒昌医
药新基地也在金霞开工建设，一座建筑
面积8万余平方米的现代化、自动化、信
息化智慧仓储即将拔地而起。

今年1至9月，金霞完成医药销售额
216.16亿元，同比增长17.81%，发展态势
可谓“井喷式”增长。

医药企业发展势头强劲

走进国药控股湖南物流中心，医药
分拣仓库一派繁忙。2019 年，国药迈进

“百亿俱乐部”，含税销售近110亿元。今
年前9个月，其销售已突破90亿元，同比
增长8.49%。

金霞经开区久久为功持续布局医药
物流产业，2014年，就谋划布局了我省首
个医药健康产业园——长沙医药健康产
业园。九州通、重药、瑞康、恒昌、金六谷、
海王药业等一批医药龙头企业也在此落
地生根、发展壮大，全国医药物流10强企
业已有4家在金霞设立区域总部或分中
心。

目前入园医药物流企业达200多家，
其中，限额以上商贸企业 33 家。尤其是
2015 年至 2019 年，园区销售额从 61.43

亿元增加到 217.98 亿元，年均增速高达
37.25%。2019年，园区医药物流产业销售
额占长沙市半壁江山，占全省三分之一。

医疗产业智能化水平领先

在国控湖南物流中心立体高架库，
每天可出货6000批次，只需2个工人即
可操作；而离其不远的老百姓大药房物
流枢纽与电商基地，自动堆垛机、自动输
送线、分拣运送机器人忙得热火朝天，它
们能通过电子信息精准识别并迅速分拣
运送商品，全程实现全自动化无人作业。
该中心的“超级大脑”，可实现日处理数
据量超 30 亿条、业务运算量超 60 亿笔，
能支持其全国 5000 多家门店的配送业
务，满足未来500亿元以上的销售规模。

在金霞，“人力搬运”“半自动化”时
代已经告别，企业信息化普及程度极高，
多家企业拥有精细化管理平台 WMS 医
疗物资库内管平台、GPS定位系统、冷链
及温湿度检测、IVD体外诊断试剂冷链储
备库等系统。

现代化、信息化、智能化的企业也不
断刷新园区的“亩均税收”，2019 年国
控湖南亩均销售高达2.75亿元，亩均税
收超过340万元。

医药行业洼地效应呈现

今年 3 月，因突如其来的疫情，口
罩奇缺，恒昌医药迅速从医药流通向口

罩生产转产，从立项到完工，一个日产口
罩250万只的生产线迅速落地达产。公司
董事长江琎说，恒昌医药2015年落户金
霞，5年来，从零起步到如今已拥有10万
多家会员单位门店，销售突破10亿元，与
金霞良好的营商环境密不可分。

“水、陆、铁、管、临空，京港澳高速、
长常高速、107国道……金霞的区位优势
无可比拟。”国控湖南党委书记、总经理
黄晓东说，园区“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
务周到、说到做到”的服务意识也让他们
倍感暖心。

早在2014年，金霞就出台了促进医
药物流产业发展的系列举措,并逐步聚集
了一批医药研发、医械生产、诊断试剂、
检测检验、医药流通等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成为我省“医药湘军”的强大支撑。

2017年10月，园区所在的长沙市开
福区专门印发了《促进生物医药与健康产
业发展奖励政策》，为生物医药和健康企
业的落地生根，提供了真金白银的奖补政
策，省市区、园区的四级政策红利叠加效
益愈加凸显,促进医药行业洼地效应呈现。

天心区

创新小达人张荣景
获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

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记者 张福芳）近日，中央文
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联合发
布了2020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长沙市天心
区原沙湖桥小学学生张荣景上榜，成为我省首位全国“新
时代好少年”。

张荣景今年12岁，但手握3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4
项发明，是天心区知名的“创新小超人”“小发明家”，曾获

“新时代湖南好少年”、长沙市“科技创新人才奖”等荣誉。
他的发明“连动互换防护窗”更是在今年举行的第118届
法国巴黎国际发明展上获得金奖，这是中国代表学生在该
发明展上获得的最高奖励，也是湖南历届参展获得的最好
成绩。

张荣景出生于工人家庭，外公是机械制造技术工人，耳
濡目染之下使他对科技创造充满感情，从小就喜欢动脑筋的
他，经常把玩具拆下来，然后按自己的想法重新拼接、组装，
这也成为了他“科研种子”萌芽的起点。防倒灌油烟装置、“连
动互换防护窗”、“红枣去核器”、“车轮松动报警器”……这些
年，张荣景的发明创造来源于生活，更服务于生活。

衡阳县

重拳整治外流贩毒
近3年外流贩毒人数逐年大幅下降

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唐春晖
肖敬峰 邱鹏）今天，记者从衡阳县有关部门获悉，在不久
前举行的全国禁毒重点整治示范创建暨禁毒扶贫工作会
议上，衡阳县的全国毒品问题严重重点关注地区已被解
除。这是衡阳县多年持续重拳整治外流贩毒带来的好结
果。

因外流贩毒人员持续上升，2018年，衡阳县被国家禁
毒委列为全国毒品问题严重重点关注地区。

近年来，该县坚决遏制外流贩毒蔓延势头。明确提
出，对外流贩毒问题相对突出的乡镇，实行重点督办和
重点整治，确保辖区外流贩毒人数，逐年下降30%以上。
县禁毒委还对全县26个乡镇（园区）禁毒整治工作，实行

“一月一研判一调度、一季一通报一讲评、半年一小结一
约谈”。对排名前 3 名和后 3 名的乡镇，分别予以奖励和
处罚。

针对该县人口流动性大、外流贩毒整治难这一问题，
衡阳县各乡镇联合辖区派出所，利用每年的“五一”“十一”
和春节等节假日，外出务工人员集中返乡的时机，对本辖
区外出务工经商、外流吸贩毒前科和涉毒在逃等人员，入
户走访，重点排查。创新推出“党建+禁毒”管理模式，并依
托在广东各地的衡阳县商会和行业协会，成立整治外流贩
毒流动党支部，共同排查管控重点人员。还与广东、云南等
地警方开展合作，建立整治外流贩毒协作关系，共同打击
违法犯罪。

通过综合施治，近3年来，该县外流贩毒人数逐年大
幅下降。今年1至9月，该县被抓获外流贩毒嫌疑人7人，
同比下降70%。如今，该县的社会治安进一步好转，群众的
安全感、幸福感及满意度大幅提升。

资兴市

东江湖畔开启
“民宿体验”新玩法
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通讯员 郑妙 记者 孟姣燕）

即将于10月31日在资兴市白廊镇举办的2020年湖南秋
季乡村文化旅游节筹备井然有序。系列活动“资兴好时
光 白廊炫动之夜”已经开启，目前民宿体验官招募活动如
火如荼。

“资兴好休闲 民宿买家秀”活动报名后，发布朋友圈
并邀请200位好友集赞助力，将有机会成为民宿体验官。
每位体验官可带上心爱的人，免费试住资兴精品民宿一
晚，开启一场浪漫旅程。活动还特邀10名百万粉丝级抖音
旅游达人、旅游体验师、民宿体验师，组成民宿买家秀大咖

“助力后援团”，分别在微博、抖音、小红书、B站等多视角
展现资兴民宿风采，发掘小而美、更好玩更多样的东江湖
乡村旅游线路。

炫动之夜将于10月30日晚在资兴市白廊镇开启，活动
现场将有篝火音乐会、白廊水之恋打卡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近年来，资兴市大力实施美丽乡村建设，推进民宿经
济发展。目前，东江湖畔白廊镇聚集精品民宿47家，年接
待游客达45万人次以上。

高山贫困户用上自来水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伍孝雄 陈黎婷

10月27日，祁阳县黄泥塘镇纪委书记蒋玉成，来
到半边街村寨岭自然村回访，村民申文明高兴地说：

“我们再也不愁用水了!”
今年 8 月 12 日，蒋玉成来到寨岭自然村走访调

研，村民们反映，这里只有一口小山塘供用水，要是
20天不下雨，山塘也干涸了。

原来，半边街村320户1089人，有贫困户20户68
人，其中4户13人住在海拔700多米的寨岭自然村。

近年，寨岭自然村发展林下种养殖，村民们逐渐
脱贫。但扶贫工作队想了很多办法解决该自然村的用
水难题，都未成功了。

蒋玉成想，不能让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办法总比
困难多。为此，他向县纪委监委求援。很快，县农业农
村局、水利局专家和镇村干部到现场办公，决定转变
思路钻井找水，确定了2处钻井点。

当钻井队分别钻至 110 米、114 米时，清泉喷涌
而出。经检测，水质合格。接着，大家安装潜水泵、建蓄
水池、架设水管，4户村民用上了自来水。

金橘飘香 富民一方
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通讯员 陈尚彪 陈渊

“今天我拿到这个金奖很开心，柑橘是我们脱贫
致富的金果果。”10月29日，安化县第四届柑橘节在
南金乡举行，该乡南金村贫困户郭凤阳种植的柑橘果
大汁甜，入口即化，经专家品评和大众评委投票，在
16个选送的柑橘品种中脱颖而出，夺得“谁与争锋”
橘王争霸赛“柑橘王”桂冠。

现年63岁的郭凤阳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他家有
10多亩橘园，今年柑橘长势好，一亩平均产量在2500
公斤以上，预计收入5万多元。依靠种植柑橘，郭凤阳
在2016年甩掉贫困帽，正走在致富奔小康的路上。

南金村是南金乡的贫困村，全村2014年有建档
立卡贫困户87户340人，依靠以柑橘为主的种养业，
不少贫困户脱了贫，今年全村剩余的 5 户 13 人也将
脱贫摘帽。

柑橘是南金乡的传统优势产业，在南金村和毗
湾、宝塔山等柘溪水库库区周边的5个村都有种植，
是村民致富增收的一个主要来源。

“南金村脱贫工作之所以有特色和亮点，与益阳
市委宣传部牵头的驻村帮扶工作队的支持分不开。”
南金村党总支书记夏建兴介绍。2018年帮扶工作队
驻村后，建起3个产业基地，并对村里的柑橘品种进
行改良提质，与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湖南阿香果
品公司签订合作协议，采取“公司+基地+合作社+农
户”模式发展柑橘产业。南金柑橘的“阿香柑橘”品牌
逐渐打响，远销吉林、山东、新疆等地。

“种植柑橘、猕猴桃、黄桃等，是产业脱贫的一个
帮扶重点，在村民脱贫致富中立下头功。”帮扶工作队
队长刘灿炎说，南金村还准备在官新高速公路出口处
建一个200亩的高品质柑橘基地。

金橘飘香，富民一方。今年，南金乡柑橘产量预计
650万公斤，产值可达3000万元。乡党委书记吴盛梨
说：“我们希望通过以柑橘为主的小水果和茶叶、旅游
几大产业融合发展，为全乡1.3万名群众致富奔小康
打下坚实基础。”

为网间经济
蓬勃发展加把火
——“浏阳网间经济孵化器”

正式建成开放见闻

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隆 邢骁

“来看看这 12 款极具本地特色的‘浏阳好物’，
有太平桥豆豉、文家市油饼、德胜斋茴饼、浏阳河银
峰茶……包您满意。”

10月23日，位于浏阳市白沙路长兴湖片区的“浏
阳网间经济孵化器”正式建成开放。驻其三楼的电商平
台“羊淘商城”的负责人汤利华，在直播间忙着“带货”。

“羊淘商城”是浏阳市融媒体中心旗下“浏阳广电云
商”打造的官方媒体电商平台，去年8月上线以来，该平
台始终以“消费扶贫”为特色，大力为困难小微企业、贫
困对象拓展销路。截至目前，已推广浏阳600多家门店
商户和企业的2000多款产品，开设了文创大街、品质浏
阳、百城特产等特色版块，累计销售已超3000万元。

在“浏阳网间经济孵化器”办公楼二楼，“流量小花”
们也在直播间忙得不亦乐乎。浏阳从广州引进的直播品
牌鼎娱传媒，当天对外开放了建成的20个直播间。

9月27日，鼎娱传媒进驻“孵化器”，60多位专业
主播和运营专员从广州北上浏阳展开试运营，不到1
个月，20个直播间流水已达100多万元。

“鼎娱传媒‘网红’多、直播流量大，今后找他们帮
着多推销产品，销量肯定会大幅提升。”汤利华说。

鼎娱传媒投资人蒋文明表示，进驻“孵化器”，就
是看重这里的产业链资源和浏阳优质的营商环境。

今年3月,浏阳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夜间乡
间网间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半年多来，浏阳乡间风
物、夜间消费、网间能量交互发展，夜间、乡间、网间“三
间融合”，新业态、新消费、新经济创意升级。至9月底，
该市已实现网络零售额51.58亿元，同比增长12.89%。

不只是“羊淘商城”和鼎娱传媒，当天，短视频、直
播、跨境电商等19个项目签约进驻“孵化器”。

“孵化器”还设有大学生创业空间、退役军人创业
空间等，涉及短视频服务、直播带货、新能源、智能化
教育、跨境电商、数字化平台等。

“为网间经济蓬勃发展加把火！”浏阳市政府有关
负责人介绍，“浏阳网间经济孵化器”今后将作为引领
当地数字经济的引擎，着力推动浏阳文化和数字经济
融网增值。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徐文国 梁顺常

10月18日凌晨1时许，中方县禁毒
大队民警冒雨蹲点守候，一举抓获涉毒
人员李某，从李某的驾驶的车辆内搜出
海洛因400余克。

这次带队行动的该队队长陈浩，刚
从医院接受手术回来不久，右手上还打
着绷带。

“我们队长是刀尖上的硬汉。”有战
友这样称赞他。

2018年6月，陈浩担任中方县公安局
禁毒大队队长。此时，中方县境内，存在一
定的吸贩毒问题。上任之初，他下定决心，
要以不怕牺牲的精神割掉这些毒瘤。

2019 年 10 月 16 日下午，陈浩接到
线索：在鹤城某小区南门有一涉毒人员

“老表”准备进行毒品交易。
这个“老表”，是在陈浩的抓捕名单

上记了很久的名字，为人狡猾，小心谨
慎，几次抓捕都让民警们扑了空。

陈浩和几名同事身着便衣埋伏在现

场周边。正当“老表”与人在“讨价还价”
的时候，陈浩和同事们一拥而上，却遭到
了“老表”的激烈反抗。陈浩奋勇与之搏
斗，将其制服。民警随之在“老表”身上搜
出5把管制刀具。

这时，陈浩发现自己右手肿胀，一阵
剧痛。到医院检查发现，陈浩的右手三、
四掌骨骨折，小拇指脱位。医生当即让陈
浩住院接受手术。

右手还没有痊愈，陈浩便要求出院。
打着石膏，战斗在缉毒一线。

2019年11月7日，陈浩发现有一条
推送的线索一直没有排查，便叫上同事
去现场。到了现场，他们发现嫌疑人居然
就在房子里。

陈浩当即决定抓捕。由于右手不便，
陈浩守在出口，其他同事进入房子里抓
捕。

看到民警从天而降，嫌疑人急忙冲
向门口想把证据扔掉，陈浩用左手一把
将嫌疑人的手抓住。赶来的其他同事把
嫌疑人铐住，从塑料袋里搜出各类毒品
380余克。

手上虽然打了石膏，可是接下来的
一个多月里，陈浩没有休息过一天，带队
抓捕吸毒人员达50余名。

在一次抓捕行动中，一名涉嫌贩毒
人员十分狡猾，不断更变毒品交易地点，
最终确定在一宾馆内。

为了不打草惊蛇，办案民警都不方
便进去打探情况。陈浩自告奋勇，孤身一
人进入宾馆安全通道内，越往上走灯光
越暗，凭借丰富的办案经验，陈浩感觉嫌
疑人可能会躲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交
易。

当走到楼顶时，突然在黑夜中冒出
一个人影，手持电棍慌忙从陈浩身边擦
肩而过。陈浩打着石膏的右手不自觉的
颤抖了一下，如果此时对方识别出他的
身份欲行凶，陈浩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陈浩深吸一口气，他知道容不得半
点迟疑，冒着对方回头过来行凶的危险，
马上发短信通知同事堵住楼道间路口，
最后和同事一起，成功将该名贩毒人员
抓获归案。当晚的行动中，成功抓捕与之
关联的涉嫌吸毒人员10余名。

金霞医药物流产业“井喷”增长

“刀尖”上的硬汉
——记中方县公安局禁毒大队队长陈浩

小红薯做成大产业
10月29日，东安县水岭乡枧田村，工人在晾晒红薯干。2017年，该村90后大学生唐云云回到家乡带领村民种植红薯，并创建

云妹子特产屋网上店铺，网络直播销售纯手工芝麻红薯片、倒蒸地瓜干、红薯糖、冰淇淋红薯淀粉等红薯系列产品，几年来，带动了
周边三合村、乐福村、车脚村的300多名群众发展红薯种植，打造了一条年产值过500万元的红薯系列产品产销链。

刘联波 陈学华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