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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分公司拟对郴州华盛麓峰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 ，该 债 权 总 额 为
7814.68 万 元, 本 金 为 7165.12 万 元 。
债务人位于湖南省郴州市，该债权以债
务人名下面积为 46115 平方米土地使
用权及面积为 16717.59平方米在建工
程提供抵押担保。

资产的交易对象为境内依法成立
的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应具备充足
的注册资本、良好的资信证明等条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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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与参与不良债
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
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
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
购买该资。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
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15天(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 天(工

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
议请与湖南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余子健 齐跻绩

联系电话：0731-84130175
0731-84142189

电子邮件：yuzijian@cinda.com.
cn,qijij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
芙蓉中路一段 288 号金色地标大厦第
26-27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
话：0731-84138788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
子邮件：tangchengzhi@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
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分公司

2020年11月20日

单户资产处置公告（债权类项目）

财信资产管理（湘潭）有限公司拟
对湖南江麓建筑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债
权进行公开处置，截止基准日 2019 年
1月14日，债权情况如下：

上述债权的交易对象皆应具备一
定资金实力和良好社会信誉。国家公
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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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
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
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
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
上述债权资产。

公告有效期限：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在公告期内受理投资者

对该债权处置的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张经理
联系电话：18975238884
联系地址：湘潭市高新区晓塘路 9

号创新大厦裙楼1层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

报电话：0731-55558986
特别提示：以上债权信息仅供参

考，财信资产管理（湘潭）有限公司不
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财信资产管理（湘潭）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0日

财信资产管理（湘潭）有限公司债权处置公告

借款人名称

湖南江麓建筑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湖南江麓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本金总额
(元)

37,000,000

利息总额
(元)

1,681,400

代垫费用
总额(元)

12,000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
省分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

东莞市凯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债权，截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该债
权总额为3,227.21万元,本金为1,709.85
万元。债务人位于东莞市，该债权除
由 1、湖南省凯盈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的位于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沱江
镇创一路北向、创四路南向厂房 6 栋
及对应工业土地作抵押担保，其中土
地面积 64597.4 平方米，房产 18572.7
平方米；2、湖南省凯盈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的位于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
沱江镇创一路北向、创四路南向工业
土地，面积 27223.06 平方米，还由杨
海云、马永红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如

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与
我司联系。

联系人：杨先生 宋先生
联系电话:020-38791767 38791719
邮件地址：yangzhexiang@cinda.

com.cn；songjingliang@cinda.com.cn
以上资产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

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
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
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
资产公司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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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
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
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债权的
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

网址：www.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广州市体育西路111

号建和中心25楼(邮编：51062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

话：020-38791729
邮件地址：caixiuyu@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

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分公司
2020年11月20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厚德载城 投筑未来
——常德城投集团转型发展系列调研成果选登

《民法典》规定，将对小贷公司加强监
管和精细化治理，促进小贷公司经营更加
规范合理。同时，小贷公司还面临着业务
开展难度加大、清收风险加大等问题。如
何在大环境下求得发展？是小贷行业需
要思考的问题。

打破僵局，创新业务领域。小贷公司
面临的问题，其本质是没有构建出安全稳
定的业务模式。通常，小贷公司仅是为融

资方提供资金服务，自身并不处在业务链
条中，开拓客户场景及资金管理场景非常
有限。《民法典》生效实施在即，面临更加
严格的治理和现存经营困难，小贷公司必
须践行“创新”原则，通过与供应链金融结
合，打破当前困局，求得发展之路。

坚守初心，谋求转型跨越。《民法典》
实施对小贷公司带来的影响是危中有
机。小贷公司要抢抓新机遇，及时调整经

营理念和风控流程，降低盈利预期，做到
坚持经营放贷主业务、坚持小额分散 、坚
持风控优先、坚持依法合规“四个坚持”，
要以锲而不舍的专注，在放贷领域深耕细
作；要始终把风险防范放在首位，建立全
流程风险管理制度，把风险管理落实到每
个员工、每个岗位、每个工作细节之中；要
在创新求稳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可持续
发展金融生态。 （曾斌杰）

文化建设对企业的长期发展起着举足
轻重作用。现阶段，公司处于转型整合的
关键期，需积极营造团结、向上的企业氛
围，以文化为先导，内强合力、外塑形象，实
现企业在整合转型中的跨越式发展。

建设物质文化，美化企业环境。加强
企业物质文化建设，美化公司办公环境，精
心设计企业形象、提升服务质量，坚持以人
为本、环境育人，为企业文化的建设奠定坚
实的物质基础、提供有力的物质保障。

建设制度文化，培育制度文明。以劳

动、人事和薪酬三项改革为切入点，推进
现代企业制度体系构建，梳理部门职责，
开展岗位评估，建立薪酬模型，配套实施
制度，实现工资按劳付酬与动态浮动、员
工能上能下与能进能出的改革效果。

建设精神文化，汇聚团队合力。不断
丰富和提炼公司文化内涵，总结出适合公
司整合转型过程中的企业宗旨、核心价值

观、经营战略等价值理念，推动公司事业
与员工个人价值的共同实现。通过文化
建设进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建立起有
机、柔性、能持续创新发展的公司文化，以
丰富多彩的企业文化活动为载体，努力提
高企业员工队伍素质，塑造蓬勃向上的主
体精神、团体精神、个体精神，激发公司员
工的执行力和创造力。 （高欣如）

11月17日，常德市城投集团天智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召开警示教育大会，通过
领学政策文件、讲解典型案例、观看警示
教育片等形式，夯实干部职工思想政治根
基，加强和规范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
究工作。

会上，常德市城投集团天智投资公司
有关负责人带头领学《常德市属国有企业
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文件，
从投资责任追究范围、资产损失的认定、
责任认定及追究处理几大方面进行讲解，

提升干部职工对违规经营投资的认识。
全体员工共同观看了违规投资的警示教
育片，以身边事、身边人警示教育干部职
工，筑牢廉洁思想防线。

“天智投资公司作为城投集团资本运
作的主力军，肩负着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防范风险、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会
后，该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在投资工作
当中要树立系统观念，做到前瞻性思考、
全局性谋划和战略性布局，同时要筑牢思
想防线，强化责任担当，实现发展的质量、
效益、安全相统一。 （骆子腾）

常德市城投集团西城新区分公司
主要负责承建政府市政与民生工程。
随着工程项目建设要求的提升，工程前
期报建工作的复杂性与技术性也随之
上升。项目前期工作是项目建设的总
开关，只有着力提升该工作的整体质量
才能为项目顺利实施提供保障，做好项
目前期工作必须把握好以下三关：

熟悉业务，把好政策关。项目前
期工作政策性强，技术要点多，公司员
工要刻苦学习与项目相关的法律、条
令、政策及政府规章，熟悉与项目相关
的工程技术要点；要勤于奔波多个部

门、多个行业进行沟通协调，提高办事
效率，降低差错率；要善于听取上级领
导和关联部门意见，做好上情下达，下
情上传，不断完善项目文本。

行为严谨，把好程序关。项目前
期工作程序严格，要求达到用地政策
合规、环评达标、水保合法、涉及防洪
项目达标、地勘测量准确、设计方案合
理等诸多必备条件。公司员工必须严
守规章制度，规范行为，做到政策上有

疑问的不报、项目主管部门未达成共
识的不报、相关单位之间未达成共识
的不报。

结果求精，把好质量关。项目前
期工作效果如何，最重要的就是在预
定时间内顺利从省国土资源厅批回土
地。因此，必须坚持项目名称规范、资
料明细齐全、涉及金额的数字精准和
逻辑严谨、形式美观四条标准，确保项
目顺利进行。 （易 柯）

曾经的常德江南旧城是封存在照
片中的老旧模样，那里有经过风雨侵
蚀、布满深色青苔的房顶瓦片，那里有
淡淡的日渐剥落的白色石灰墙皮，那
里有一群在小巷中踢球的孩子们，那
里有为了生活四处奔波的青壮汉子。
他们热爱生活，即使拥挤狭窄的房屋
也没能阻止孩子们玩耍的热情；即使
脏乱的地面也丝毫不影响他们向前奔
跑的脚步。面对隔江相望充满生机的
江北城区，每个人心中都有小小的希
冀，期待这片生养他们的土地变得更
好，更加繁荣。

2015 年，一粒“希望种子”的注入
悄然改变这片土地，坐拥丰富水景资
源的常德江南临江片区被列为棚户区
改造对象，成为湖南省最大单体棚户
区改造项目之一。常德城投江南城发
公司承担起改造建设的重任，这是实
施“一江两岸，协调发展”重大标志性
举措，江南旧城即将迎来新生。

每一个城市都有一条水系，承载
其光辉荣耀。依靠沅江而生的临江

棚户区，拥有了崭新的名字：城投·十
里外滩。这包含建造者的初心和目
的，期望她如同上海黄浦江、长沙湘
江一样，成为常德的地标，常德人民
的骄傲。

如今，十里外滩拥览2.5公里江岸
线美景，东吻武陵大桥，西枕桃花源大
桥，千里沅江第一条过江隧道在此抬头
接入阳明路，快速便捷贯达常德全城。

她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智慧社
区。智能、便捷、新型科技将代替老旧
斑驳、信息闭塞的老城区，通过人脸识
别、智慧停车、智能家居等让居民享受
真正意义上的智能生活，实现城市智
慧式管理和运行。

她将成为沅江风光带的文化名
片。孩子不再担心在狭窄的小巷踢球
摔倒，劳碌一天的大人可以尽情放松
身心，网球场、篮球场、极限运动场、亲

水栈道、常德画墙……趣味、娱乐、休
闲、艺术各自独立又相互融合，让人们
实现翻过堤去溜达沅江风光带，翻过
堤来闲逛十里外滩。

她将成为城市商业旗舰新中心。
104万平方米住宅、57万平方米商业，
星级酒店、甲级写字楼、高端教育服务
机构、金融一条街、2.4万平方米配套设
施，人居、消费、就业形成良性闭环，其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将不可比拟。

十里外滩，是生机勃勃而富有朝
气的。如同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每一
个人，热爱生活，向阳而生。有人说：

“坐在干净的地板上，阳光洒在身上，
看着沅江波光粼粼的水面，想想就是
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愿在此栖息的你
们，都能感受十里外滩带来的蓬勃生
命力，愿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能在
十里外滩过得诗意盎然。（耿 那）

——浅谈小贷公司如何应对《民法典》带来的挑战

转变思路创新发展

文化建设助推企业转型发展

——常德市城投集团天智投资公司开展违规经营投资警示教育

树立系统观念 防范投资风险

前期工作把好“三关”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

旧城新生
——常德“城投·十里外滩”走笔

湖南日报记者 刘燕娟 通讯员 肖彬华

初冬时节，位于龙山县里耶镇海拔
1400 多米的八面山景区，山上的停车
位和道路边停满了车辆，民宿和星空帐
篷住满了游客，烤全羊店一天卖出 20
多只。而在 6 个月前，这里的游客还非
常少，山上冷清得只有原住民和他们的
牛羊。

八面山景区，为何在半年时间就成
为湘西旅游新的网红“打卡地”？这得益
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纪委监委一
次入村督查，并随之吹响了全州整治旅
游产业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专项行动的
号角。

“空中草原”多年养在深闺

八面山，土家族传说中的圣女山，
山梁形如睡美人，草场、云山、雾海、奇
峰、绝壁等各种景色应接不暇，有“空中
草原”之美誉。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醉
美”之地，一直“养在深闺人未知”。

里耶管理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
主任魏福生对此深有感触。他说，2014
年，县委、县政府就对八面山景区进行
了统一规划编制，但苦于外部大交通环
境未改善，加上财力不足、投入不够，景
区公路坑坑洼洼，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
几乎为零，脏乱差等问题突出，游客非
常少。

八面山景区脏乱差等问题也引起
了纪检监察机关的关注。今年5月，按照
省纪委监委部署，州纪委监委来到八面
山上的云顶村开展入村督查，督查人员
一上八面山，顿时被秀美风景所折服。

通过督查发现，八面山之所以常年
“养在深闺”，表面上是财力不足、基础
设施建设落后等原因，更深层次还是景
区管理者思想认识、担当作为等方面出
现了问题。随后，州纪委监委约谈了龙
山县委、县政府，将督查发现的问题一
一反馈，并提出“小步快走、大胆作为”
的意见建议。

这一建议与龙山县委、县政府近期
决策思路不谋而合。原来，该县已着手
将八面山作为重点旅游景区进行打造，
只是苦于思想认识、历史遗留等方面的
问题，一时难以找到突破口。

“纪委督查发现的问题，与我们推
进全域旅游的决策部署高度契合，不仅
帮我们找到了‘病根’，而且打开我们的
思路，找到了方法，激发了内生动力。”
龙山县委副书记、县长时荣芬说。

向旅游产业“两个主义”开刀

针对督查发现的问题，州纪委监委
及时跟进监督，在全州启动了旅游产业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专项整治，重点围绕
旅游产业中认识不到位、工作不深入、
部门不作为等方面，着力解决不作为、
慢作为、乱作为、怕作为等突出问题。全
州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通过实地察看、清
单式监督、回访式督查等方式，深入相
关职能部门、景区景点开展监督检查，
督促单位及责任人履职尽责。

龙山县成立了由县长任组长的八面
山景区旅游开发领导小组，各部门各司
其职、协调配合，合力推进景区建设。投
入1800多万元，完成了28公里的景区
公路改造；投入2000多万元，修建了游

客服务中心、生态停车场、星空帐篷、悬
崖客栈等，完成了16栋民宿改造、1000
亩草甸改良、1.6公里跑马道等建设，并
于8月25日实现了景区开门迎客。

“今年 5 月以来，我们已投入 6000
多万元用于基础设施、配套设施等建
设，初步完成了八面山旅游开发从无
到有、从有到优的‘破茧’历程。”魏福
生说。

游客如织，村民吃上“旅游饭”

11月初，来自贵州铜仁的杨先生一
家4口，在八面山景区住帐篷、看日出、
吃烤全羊……玩得不亦乐乎。

“现在八面山的名气越来越大，民
宿一到双休日就一房难求，生意比刚开
业时翻了好几番。”八面山景区开发有
限公司总经理向乾介绍，从8月25日运
营至今，已接待游客19万人次，景区公
司营业收入达60多万元。

旅游产业的发展，给八面山上的村
民也带来了一条可持续增收的路子。

“旅游搞起来后，生意越来越好，一上午
就烤了6只羊。”烤全羊店老板向本初告
诉记者，仅今年国庆期间，一天就能卖
出烤全羊30多只、烤鸡50多只，营业额
8万多元。

八面山上共有云顶、自生桥等4个
行政村，人口3332人。经过几年的努力，
目前已有353户1427人实现脱贫，贫困
率由原来43.66%下降至0.84%。过去村
民以种植玉米、土豆、烤烟和反季节蔬
菜为主，如今又多一条致富路，越来越
多的村民回乡发展，期望在八面山旅游
开发热潮中步入小康。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记者 唐亚
新 通讯员 廖侣俊 彭吉露）今天上午，
省公安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公安部
督办的一起特大盗销微信号犯罪专案
侦破情况。

今年8月以来，长沙市公安局在侦
办多起冒用政府和企业领导微信实施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过程中，发现一个涉
及全国10个省区市的“黑灰产”犯罪网
络。随后公安部将该案挂牌督办，湖南
公安机关成立联合专案组，全力推进专

案侦查工作。
经查，犯罪嫌疑人胡某幸、吴某、胡某

等人通过各种渠道低价收购微信号，或通
过假借赠送游戏皮肤、装备等方式非法盗
取他人微信号，再高价卖给他人赚取差
价，从中牟利。今年来，该“黑灰产”犯罪团
伙总计盗销微信账号6000余个，非法获
利数百万元，涉案金额超千万元。

11月4日，专案组民警在全国10个
省区市的15个地市集中收网，抓获团伙
头目等犯罪嫌疑人113名，缴获作案电

话卡200余张、银行卡31张，以及涉案
手机209部、电脑30余台，收缴冻结涉
案资金数百万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办中。

湖南公安提醒，广大群众要提高警
惕，切勿随意出借、出租、出售自己的网
络社交账户和支付账号等，以免给犯罪
分子可乘之机。下一步，全省公安机关
将加大力度，采取打击、治理、惩戒等多
种强硬措施，全链条摧毁电信网络诈骗
黑灰产业链。

湘西州重拳整治旅游产业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八面山景区：新兴网红“打卡地”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盗销微信账号6000余个，涉案金额超千万元

湖南公安侦破一起特大盗销微信号犯罪案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湖南羽毛球人才辈出、成绩斐然，涌
现过龚智超、龚睿那、鲍春来、郑波等奥
运冠军、世界冠军。当下，年轻的省羽毛
球队正努力创造属于自己的荣耀。2019
年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女队斩获3
金2银；今年11月8日落幕的全国羽毛
球锦标赛，男队实现问鼎、改写历史。

近日，记者探营省羽毛球队，省羽
毛球乒乓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夏学海
表示：“省羽毛球男、女队都是年轻队
伍，近两年不断成熟，势头很好。对于明
年的全运会，我们将刻苦训练、奋力拼
搏，力争取得优异成绩。”

男队
收获信心，全运还要一

场一场拼

省羽毛球队男队训练馆，一座崭新
的奖杯放在场地一侧的中央位置，闪着
耀眼的光芒。

11 月 2 日，2020 年全国羽毛球锦
标赛甲组男子团体决赛，湖南一队三场
单打全部取胜，以3比2爆冷击败浙江
一队，夺得冠军。

夏学海介绍，本次锦标赛，湖南男
队的目标是冲击4强，但凭借年轻队员
出色的临场发挥、每场对阵的巧妙安
排，最终捧回冠军奖杯。

这个冠军实现了湖南羽毛球建队62
年来，锦标赛男团冠军零的突破。举起奖
杯的一刻，66岁的省羽毛球队资深教练
张绍臣，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张绍臣目前退休不离岗，主要负责
男单，在决赛为队伍拿下 3 分的周泽
奇、刘亮以及王正行都由他“一手带
大”。可以说，这次湖南男队能创造历

史，这位老帅居功至伟。
对于本次问鼎，张绍臣表示，首先是

平时练得够苦，准备充分。他带的男单组
一周要训练6天半，只有周日下午才能休
息。其次也有签位、排阵的运气成分。

夺魁的喜悦之下，经验丰富的张
绍臣格外冷静：“夺冠不意味着我们就
有顶尖的实力，比我们强的队伍还有
好几支。明年全运会，男队还想有所
表现，要继续脚踏实地训练，保持进
步。”

夏学海表示：“这次男队以黑马之
姿夺冠，队伍收获了信心和经验，但也
意味着成为了其他强队关注的对象。明
年的全运会，男队还是要敢想敢打，像
这次锦标赛一样力拼每一场。”

女队
双打冲金，团体目标保四争牌

本次锦标赛，湖南男队惊喜夺冠，
原本实力相对更强的女队，在8进4的
比赛中不敌湖北队，最终排名第 5。夏
学海说：“女队阵容不整，这次参赛主要
抱着磨合、演练、调整的目的。”

省羽毛球队女队教练丁兰介绍，本
次锦标赛，湖南女队派出12人的阵容，
包括贾一凡、魏雅欣、周萌以及刘玄炫等
国家一队的主力。但刘玄炫遭遇伤病，无
法上场，给球队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最近两年，我们女队的成绩还是非
常出色。这次锦标赛没有达到预期，不管
是阵容不整还是临场发挥、排兵布阵的原
因，早出问题我们可以早总结，这也利于
我们打好明年的全运会。”对于这次的成
绩，丁兰表示“有遗憾，但未必是坏事。”

谈及明年全运会的目标，丁兰告诉
记者：“我们女双的实力整体比较强，贾
一凡领衔，目标是冲击金牌。女单只有

周萌一个人实力比较突出，困难要大一
些。女团，我们的目标是保四争牌吧。”

与体能更好的男队相比，女队练得
也非常辛苦，一周要练6天。为有更好的
效果，丁兰正将部分训练课从上午和下
午，调整为中午到晚上。

丁兰翻着厚厚的训练笔记，对记者
说：“羽毛球的比赛基本是中午或者下午
开始，然后一直打到晚上。前段时间我发
现，队员们在打中午和晚上的比赛时，会
打哈欠或状态不够好，我就想从训练着
手，把大家每天的兴奋期调整一下。”

本次探营，记者还了解到，省羽毛
球队的冬训将在 12 月份展开，全运会
的预选赛预计将在明年4、5月份进行。

湖南羽球蓄势待发
聚焦体育湘军

冲刺冲刺20212021

11月2日，在宝鸡市举行的全国羽
毛球锦标赛甲组男子团体决赛中，湖南
一队以3比2战胜浙江一队，获得冠军。
图为湖南一队选手王正行庆祝得分，他
以2比1战胜浙江一队选手黄宇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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