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胡鹭）“双十一”清
空购物车的节奏已经放缓，仓配物
流进入作业高峰期。

11月12日，在拙燕仓长沙丰树
仓现场，20多辆快递公司的大货车
在出货平台整齐地排队上货，身着红
色工服的拙燕仓员工正在紧张作业。

“拙尔不凡，一仓两线”“横线直线是
仓内作业标准线”“数据安全、准确时
效是仓配企业生命线”……现场多块
巨幅海报让“作战”气氛更浓。

作为我省首家拥有自主研发系
统的第三方大型云仓，拙燕仓今年

“双十一”服务了强生中国、御泥坊、
大宝、茶颜悦色、城野医生、张新发
等 150 余家国内外知名品牌和商
家。截至11月12日零点，拙燕仓在

24小时之内已经发出包裹超过150
万个。这意味着“双十一”当天，拙燕
仓每分钟就发出了1041个包裹。不
仅如此，拙燕仓还帮助入仓的 150
余家品牌商家将快递到货时间提早
了20个小时。

“今年‘双十一’拙燕仓的订单
全链路时效较往年提升了40%，消
费者收到拙燕仓发出快递的时间缩
短了近 20 个小时。”据拙燕仓联合
创始人周向平介绍，今年“双十
一”，拙燕仓华中区域主仓三天内调
用人力5000人次，同时充分利用智
能机器人分拣、智能称重、自动分拨
等设备和系统提升了效率。各快递
战略合作伙伴为云仓专门配备了快
递狂扫机，让拙燕仓实现了仓内实
时揽收，提升了发货速度。

“双十一”进入仓配物流高峰
拙燕仓每分钟发送包裹1041个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记者
邹靖方）2020 年天猫“双十一”，从
11月1日到11月11日的总成交额
达到4982亿元。湖南成交额超160
亿元，全国排名第 13 位，长沙以
60.5亿元的成交额领跑湖南。湖南
对外销售额达到了47.3亿元。

今年天猫“双十一”首度改变了
过去只有一天的营销节奏，从原来
的“光棍节”变成了两个售卖阶段组
成的“双节棍”。成交额过亿的品牌
474个，其中60%的品牌，增速超过
了去年同期。新品牌的增长也非常
好，仅在 11 月 1 日到 3 日的“抢先
购”期间，就有357个新品牌成为细
分行业的第一名。为了更好地服务

消费者，天猫提供了更多新场景和
新体验。“双十一”期间，观看淘宝直
播的消费者近 3 亿，直播引导成交
也比去年有大幅度的提升。

阿里巴巴还公布了一组和“双
十一”有关的数据：105个产业带成
交额过亿，210万线下小店参与，销
售1406个县域41万款农产品。

今年“双十一”，全球速卖通
（AliExpress）在天猫开卖，仅 1 分
钟，海外仓商品的成交额即完成去
年 1 小时的成交总量。11 月 1 日至
11 月 11 日中午 12 点，天猫国际进
口商品成交额同比增长 47.3%，其
中 180 个进口品牌成交额过千万
元。

天猫“双十一”

湖南成交额超16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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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
对以下债权及附属权利进行处置：

1、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拥
有对湖南特邦商业股份有限公司等4户
债权，截至2018年4月13日，债权总额
495,772,288.17 元，其中本金 459,133,
937.36 元，利息 36,638,350.81 元。该
资产包均位于娄底地区，抵押物涉及房
屋和土地。

2、湖南省中城富通置业有限公司等
22户债权，截至基准日2020年6月30
日，债权总额 676,026,144.00 元，其中
本金442,828,203.88元，利息229,408,
044.62元，代垫费用3,789,895.50元。

3、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拥有对宜章县梅田镇兴意煤矿等81户
债权，截至基准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
债权总额 615,024,790.90 元，其中本
金 453,798,500.00 元 ，利 息 161,226,
290.90 元。该资产包均位于郴州地
区，抵押物和查封物包含房屋、土地
等，部分项目已经涉诉。

欲了解债务企业信息、基准日、抵
押物以及瑕疵等详细信息请登录公司
网站 http://www.hncxamc.com/。交
易对象：详见公司网站。

处置方式：分户、组包转让、整体
转让。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
款。

公告日期及有效期限：上述债权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
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
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
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
报。上述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
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联系人：张经理
0731-85196839/85196840
通讯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

城南西路3号财信大厦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

报电话：0731-85196049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

考，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不
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3日

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处置公告

序
号

1

债权名称

湖南星恒投资置
业有限公司

所在地

长沙宁
乡市

币种

人民币

本金
(万元)

2,999.73

利息、罚
息(万元)

1,448.18

抵押、担保情况

抵押物为位于宁乡市新城行政中心地段一环西路“星恒国仕汇”
商业房产和土地，商业房产共5层34套，面积9524.62平方米；保
证人为湖南星恒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喻秀珍、宁拥军、宁星、吕聪

资产状况

债 务 人 已 停 止
经营，抵押资产
正常使用。

本表中债权计算至2020年10月20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
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我分公司拟处置湖南星恒投资置
业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
的担保权益：（见下表）

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
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
人，并应具备注册资本、财务状况良好
等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
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
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
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

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
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
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
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
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
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10个
工作日内。

联系人：谌先生 杨先生
联系电话：
0731-82580466 82580410
电子邮件：chenjun@coamc.com.

cn；yangtenglong@coamc.com.cn
通讯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

一段593号湖南国际金融大厦17楼

邮编：41000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

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
010-66507825（中国东方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0731-82580497(我分公司纪检监

察部门)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

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为自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分公司
2020年11月12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关于湖南星恒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债权资产的招商暨处置公告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疫情拉升外卖服务，寒冬激发火锅
热情。火锅外卖，在今年秋冬火了。

加入火锅外卖大军的品牌越来越
多，海底捞外送业务比重持续增长。9月
底，盒马鲜生火锅正式在全国盒马鲜生
上线，11月4日，在饿了么平台同步上线
发售。

“‘双十一’店里也有活动，下一步准
备开拓外卖。”11月12日，长沙苏达其卤
味火锅的老板告诉记者。

不少品牌和店铺争相进入的火锅外
卖，到底会有多少人买单？

“宅家吃火锅”渐成风潮

“‘双十一’火锅外卖有特价，2人份
的香辣牛大骨锅底，附送荤素套餐，只要
88元。”11月12日晚，家住长沙万象新天
小区的白领苏女士，在盒马APP上选择

“火锅到家”服务，约 30 分钟，火锅便送
到了家门口，“不用出门、不要等位，价格
比去店里吃火锅还便宜。”

打开盒马APP，海南椰子鸡、麻辣小
龙虾、泉水羊肉等近 10 种锅底已上线，
可搭配海鲜、牛肉等套餐，食材种类多达
2000 余个，双人份火锅套餐在百元左
右。为方便消费者“即点即食”，“火锅到
家”页面中，还可选择购买电火锅、电磁
炉、一次性手套等火锅用品。

据盒马鲜生提供的数据，火锅外卖
自今年9月底上线以来，有八成以上的长
沙“吃货”选择火锅送餐到家，海南椰子
鸡锅底是长沙人的最爱。

在饿了么和美团等外卖平台上，不
二锅、火锅英雄、海底捞等火锅品牌也纷
纷上线外卖服务。打开饿了么查看不二
锅长沙侯家塘店，双人火锅套餐月销量
超 50 份，有消费者评价：“包装精美，适
合懒人。”“不用动手，在家也可以吃火
锅。”

火锅是餐饮行业的重要品类，但此
前提供外卖服务的门店寥寥无几。今年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火锅外卖成为行业
新的增长点。据了解，海底捞上半年外送
业务占总收入比重已由1.6%增至4.2%，
收入超4亿元。

今年10月发布的《2020火锅产业消
费市场大数据分析报告》显示，“宅家吃
火锅”渐成风潮，成为了火锅行业收入的
重要补充。盒马鲜生3R事业部总经理宁
强认为，火锅的外卖占比，未来能够超过
一半。

火锅外卖，不是你想送就能送

“配送，是火锅外卖最大的难题。”贤
合庄卤味火锅长沙河西王府井店负责人
鲍洪告诉记者，总部鼓励各门店开展外
送服务，但在解决配送问题前，大家都不
敢贸然行动。

火锅锅底、食材等均为生鲜食品，配
送要求极高。对日益看重服务品质的火
锅品牌来说，倘若配送过程中出现送货
慢、食材变质、包装泄露等问题，无异于
是砸自家招牌。

依托于外卖平台的火锅品牌，往往
难以保证其火锅最终送达的品质。记者
在外卖平台上查看了几家火锅店铺的收

货评价，有消费者表示：“等了1个多小时
都没到，差评。”“腌肉闻着有酸味，好像
坏了。”

“盒马鲜生线下火锅业务无法和其
他品牌抗衡，选择外卖入局，正好发挥其
供应链和配送优势。”盒马鲜生湖南区域
总经理黄大应说。

在盒马鲜生长沙华创店，一天最多
要送出近 40 份火锅外卖。接到订单，分
拣员将锅底和食材放入投递口，悬挂链
开始自动滑行，从“秘密通道”穿过华创
国际广场，经过分包台，来到商场另一侧
的配送站，配送员“小马哥”接单，将打包
好的火锅放入专用配送箱后出发。消费
者从下单到收到火锅，整个过程一般不
超过30分钟。

店长周艳告诉记者，为了保证配送
中的食材保鲜，盒马鲜生对火锅食材的
打包有严格规定：冷藏食品用蓝色冰排
包装；冰激凌等冷冻食品使用干冰配送；
活鲜则用充水的氧气包；热食有专门的
锡箔包装……在生鲜配送上有独特优势
的盒马鲜生，配送起火锅来似乎得心应
手。

快递企业看到了商机。顺丰同城急
送目前就已与海底捞外送、大龙燚、呷哺
呷哺等火锅品牌达成合作，提供氮气包
装等配送服务。

不跟线下抢生意，给消费者
多一个选择

“火锅送上门很方便，但没有‘仪式
感’，吃不出‘灵魂’。”岳阳市民张先生
说，火锅门店的调料丰富、服务周到，喧

闹的火锅店更显得烟火气十足。
贤合庄卤味火锅长沙河西王府井店

负责人鲍洪端上一盆锅底，厚厚的一层，
铺满了牛舌、干辣椒、花椒和大块牛油，
加上卤水汤底，火锅的香味瞬间蒸腾起
来，一旁还有服务员帮忙下虾滑，提醒顾
客每样食材涮的时间。

鲍洪说，火锅外卖虽好，但大部分消
费者的就餐习惯依然是线下门店。贤合
庄未来在长沙布局外卖的时间，要看线
下经营的状况，等到有更多消费者愿意
接受线上外卖服务了再作考虑。

温鼎火锅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温鼎
看重店内环境和服务，火锅外卖和温鼎
的品牌属性不符。

火锅外卖是否会抢了线下的生意？
盒马鲜生湖南区域总经理黄大应认为，
店里有优质的服务，家里有自由的空间，
火锅外卖只是将消费的场景和边界进行
了延伸，给消费者提供一个新的选择。

有业内人士表示，火锅外卖是大势
所趋，为避免一哄而上，各大品牌要在避
免同质化上多下功夫。

“盒马鲜生最大的优势在于生鲜食
材的丰富性。”盒马鲜生湖南区域总经理
黄大应说，下一步，盒马鲜生在长沙还要
推出“一人食”小火锅，俘获年轻消费群
体。

线上线下也在携起手来。捞王、张生
记等品牌利用餐饮研发优势，和盒马鲜
生共同开发特色锅底；盒马鲜生则帮线
下火锅品牌推进食材新品的标准化、零
售化，共同给消费者提供更好的火锅外
卖就餐体验。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记者
曹娴）今天，受工信部产业政策与法
规司委托，由湖南省工信厅与中国
服务型制造联盟共同举办的“服务
型制造万里行”活动走进湖南。

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与服务融
合发展的新型制造模式和产业形
态，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深度融合的重要方向。此次活动
邀请来自中国服务型制造联盟专
家委员会的同济大学教授赵海
峰、北京邮电大学副教授吴俊，围

绕服务型制造进行政策解读、实
践解析。

活动现场，省工信厅对力合科
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力合科技环
境智能化自动监测仪器装备工业设
计中心等16家2019年认定的湖南
省工业设计中心，际华三五一七橡
胶制品有限公司工业设计中心等8
家通过复核的湖南省工业设计中心
进行了授牌。其中，铁建重工分享了
地下工程装备全生命周期定制化服
务的经验。

“服务型制造万里行”走进湖南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龚颖）记者今天从
省人社厅了解到，在 11 日由人社
部主办的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
竞赛全国赛中，我省选派的湘潭市
就业服务中心郑琳和益阳市资阳
区大码头街道卜晶金两位选手，与
来自全国的 33 名职业指导人员和
33 名基层公共就业服务人员同台

竞技。经过激烈角逐，最终郑琳获
得“全国十佳”职业指导人员，卜晶
金获得全国星级公共就业服务人
员荣誉称号。

据了解，本次竞赛以“科学职业
指导，精准就业服务”为主题，分为
半决赛、决赛两个赛程，包括理论知
识考试、个人亮点展示、服务案例情
景再现、擂台赛等考核环节。

我省获两项就业服务“国字号”荣誉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湖南监管局批准，下列机构换（颁）发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
司华龙营业部

机构编码：000019430102
机构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韶

山 北 路 139 号 湖 南 文 化 大 厦 27 楼
2701—2704房

固定电话：0731-84179868
成立日期：2012年9月5日
颁发日期：2020年10月22日
许可证流水号：0261171
业务范围：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个

人定期死亡保险；个人两全寿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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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体长期健康保险；经保险监管机构批
准的其他人身保险业务。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衡阳监管分局批准，下列机构换（颁）发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
司衡阳中心支公司

机构地址：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光
辉街1号海博星都9#1217-1220室

许可证流水号：0261207
机构编码：000072430400

成立日期：2015年7月20日
发证日期：2020年10月29日
联系电话：0734-8344417
业务范围：团体养老保险及年金业

务；团体人寿保险及年金业务；团体长
期健康保险业务；个人养老保险及年金
业务；个人长期健康保险业务；短期健
康保险业务；意外伤害保险业务；上述
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
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养老保险资产
管理产品业务；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
以养老保障为目的的人民币、外币资
金；与健康保险有关的咨询服务业务及
代理业务；与资产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
业务；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的其他业务。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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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临

湘支公司

机构住所：湖南省岳阳市临湘市长

安镇长五西路南侧王学文私房1楼

许可证流水号：0261096

机构编码：000020430682

成立日期：2010年8月17日

发证日期：2020年11月10日

联系电话：0730-3763988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岳阳监管分局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益阳东

坪营销服务部

机构住所：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东

坪镇煤建路3号3楼7-3Z04号

许可证流水号：0261045

机构编码：000020430923002

成立日期：2008年6月3日

发证日期：2020年11月9日

联系电话：0737-7232018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益阳监管分局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邵阳绥

宁支公司

机构住所：湖南省邵阳市绥宁县长

铺镇江口园居委会中心街 28 号绿洲公

寓商住楼 4#栋 408 室、409 室、410 室、

411室、413室、415室

许可证流水号：0261114

机构编码：000020430527

成立日期：2009年9月16日

发证日期：2020年10月13日

联系电话：0739-7632083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邵阳监管分局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长沙流

沙河营销服务部

机构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市双

凫铺镇合轩村双凫世纪城 13 栋 12、13

夹层

许可证流水号：0261174

机构编码：000020430182001

成立日期：2008年3月10日

发证日期：2020年11月11日

联系电话：0731-87833428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怀化麻

阳支公司

机构住所：湖南省怀化市麻阳苗族

自治县高村镇逢爷社区富州南路陈平海

房屋一、二楼

许可证流水号：0261143

机构编码：000020431226

成立日期：2011年8月24日

发证日期：2020年11月11日

联系电话：0745-5881363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怀化监管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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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锅外卖，你愿意下单吗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记者 张佳伟
通讯员 刘波）11 月 12 日 0 时 30 分，邵阳
高铁南站临时站房正式启用，已使用 16
年之久的老站房完成历史使命，即将拆
除。这标志着由中铁二十五局集团承建的
邵阳高铁南站站房、雨棚及相关改造工程
进入全面施工阶段。

邵阳高铁南站站房、雨棚及相关改造

工程是邵阳市实施“二中心一枢纽”战略
的重点工程。站房建站规模为31990平方
米，将新建地道、高架候车厅、双清货运过
渡线等工程，建设工期3年。

根据广铁集团施工计划，工程全面施工
后，将封锁益湛线邵阳站娄邵场4-7道，同时
停用3、4站台。届时，施工人员将进行临时施
工通道铺设、线路整修、站房保留部分加固等。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记者 欧阳倩
通讯员 高兴）近日，在完成安装调试后，
一个27米长的大家伙，像张开的巨型“翅
膀”，在长沙市雨花区绿地城际空间站高
楼外立面“飞檐走壁”。这是长沙项目建设
工地首次使用附着式电动升降平台。

附着式电动升降平台主要适用于外
挑式屋架装修、凹凸不一的建筑立面装修
装饰。平台立柱由方钢管、齿条、钢筋等焊
接而成，每一节是1.5米的标准节，可通过

高强螺栓自由拼接达到指定高度。平台最
多可站 5 人，工人在高空作业时，可选择
安全位置任意停止，方便外墙面的施工。
该平台可同其他工序互不干涉，从而大幅
缩短工期。

据了解，绿地城际空间站是雨花区高
铁新城片区核心项目之一。今年 4 月，项
目举行首批品牌签约，将落地6家星级酒
店以及高端办公、购物中心、娱乐休闲等
配套项目。

邵阳高铁南站扩改建全面施工

长沙项目建设有了新“利器”

初冬时节采蔬忙
11月12日，道县梅花镇贵头村，村民在蔬菜基地采摘白菜。时下，该县外向型

蔬菜基地开始采摘冬季蔬菜，供应粤港澳大湾区市民的菜篮子。近年，道县蔬菜种
植面积近20万亩，有16个基地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产品备案基地。

何红福 何真启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