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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开发
银 行）是 由 国 家 出 资 设 立、直 属 国
务院领导、支持中国经济重点领域
和薄弱环节发展、具有独立法人地
位 的 国 有 开 发 性 金 融 机 构 。 开 发
银行以“增强国力，改善民生”为使
命，适应国家发展需要和经济金融
改革要求，紧紧围绕服务国家经济
重大中长期发展战略，建立市场化
运行、约束机制，建设资本充足、治
理规范、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
优 质 、资 产 优 良 的 开 发 性 金 融 机
构，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
有力的金融支持。

自 2006 年 8 月成立“审计举报办

公室”以来，开发银行公开受理来自社
会各界的监督举报，取得了较好效
果。为进一步确保国有资产质量稳定
和维护资产安全，有效防控金融风险，
热忱欢迎社会各界对开发银行资产安
全进行监督，对危害或可能危害开发
银行利益等行为进行举报。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监督范围
与开发银行资产相关的法人及组

织。包括开发银行(含控股子公司)各
类资产项目及客户，为开发银行资产
提供各类担保的客户，以及开发银行
的管理资产所涉及的其他客户等。

二、监督内容

（一）利用虚假的经营信息及申报
材料骗取开发银行资金的行为。包括
但不限于利用不真实或虚假的客户信
息、财务报表、项目情况等申报材料，
骗取开发银行资金等行为。

（二）挪用、挤占、侵占开发银行资
金的行为。包括借款人或用款人违反
合同约定，擅自将项目资金挪作他用，
或非法占用、私分和转移，或造成重大
损失和浪费，以及有其他违法违规使
用等行为。

（三）恶意拖欠贷款本息或悬空开
发银行债务的行为。包括企业借资产
重组、改制等重大经营事件，转移和抽
逃资金，逃避和悬空债务，以及其他有

意、故意、恶意逃废债等行为。
（四）提供虚假担保的行为。包括

担保企业利用不真实或虚假的财务报
表、产权文件，办理虚假登记等方式，
为开发银行支持项目提供虚假担保等
行为。

（五）其他侵害开发银行权益和危
害开发银行(含控股子公司)资产安全
等行为。

三、举报方式
社会各界人士如发现上述情况，

可采用书信、来访、电话、电子邮件等
形式，随时向开发银行反映或举报。
举报人应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和法律。举报人对举报内容的真实

性、客观性负责，不得主观臆测、捏造
事实、制造假证、诬告陷害他人，否则
须承担法律责任。举报人反映或举报
可以署名或匿名，但为尽快了解更详
细情况以启动调查程序并及时反馈有
关处理结果，提倡举报人实名举报并
留下详细联系方式，开发银行承诺对
举报人个人信息依法给予保密。举报
人请不要重复举报。

四、受理联系方式
1.总行
举报受理或来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6号国

家开发银行 审计举报办公室 （邮编：
100032）

电 话：010-68333171
电子邮件：jubao＠cdb.cn
2.分行
举报受理或来信地址：
长沙市天心区湘江中路二段 118

号
电 话：0731-84906876
电子邮件：
jubaohn.zy＠cdb.cn
五、此公告由开发银行负责解释，

相关内容已在国家开发银行网站上予
以公布。

特此公告
国家开发银行湖南省分行

2020年11月25日

关于受理社会各界对国家开发银行资产安全监督举报的公告

共谋创新合作 赋能产业发展
2020武陵山(怀化)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暨第二届怀商大会成果丰硕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记者 肖军
周紫云 卢嘉俊)今天，为期 4 天的 2020
武陵山(怀化)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暨第
二届怀商大会降下帷幕。本次大会成果
丰硕，共签约重点招商引资项目 24 个，
总投资436亿元，签订产销采购项目14
个，金额3.54亿元。

近年来，怀化奋力建设医养健康产
业集聚区、绿色大健康产业先行区，以怀
化高新区中医药特色产业基地获批
2020第一批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大

湘西区域医疗中心落户怀化为契机，加
快构建集药材种植、加工、研发、销售、物
流配送、中医药养生、森林康养、智慧健
康、中药主题文化宣传等一体化全产业
链中医药健康产业体系。从 2016 年开
始，该市每年举办武陵山(怀化)国际健康
产业博览会，是聚焦中部、面向世界的健
康产业综合性展示大窗口和交易互动大
平台，已成为武陵山片区健康产业发展
的一张靓丽名片。

来自世界各地的近千名专家、学者

和客商此次汇聚怀化，共谋创新合作，
赋能产业发展。开幕式上，“共和国勋
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视
频致辞，对怀化在医药、保健、中医等
健康产业发展取得的很大进展给予充
分肯定。在武陵山中医药健康产业发
展院士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澳门
科技大学校长刘良作了题为《基于中
药打造世界级药物》的精彩演讲。此
外，怀化市生态文化旅游推介会、怀商
论坛、健康美食节等系列活动也是精

彩纷呈，吸人眼球。
走进健博会暨怀商大会会展中心，

中药材、防疫成果及防疫设备产品、康养
与医疗器械、绿色食品、扶贫产品5个专
业特色展区内，各类与健康相关的高、
精、尖科技产品与中西医传统诊疗技艺
交相辉映，让人目不暇接。据了解，本次
大会共有近 500 家企业和医疗机构参
展，数十家知名百货零售商前来现场采
购，吸引市内外6万余人次参展观展，现
场成交额逾7000余万元。

搬走“五座大山”奔小康
——省住建厅驻村帮扶七家坪村工作纪实

湖南日报记者 宁奎

11月20日，张家界市永定区教
字垭镇七家坪村被评为全国文明
村。消息传来，村里沸腾了。

“村里以前是五不好，房不好、路
不好、水不好、电不好、产业不好，现在

‘五座大山’全搬走了，换来了全国文
明村这块沉甸甸的金字招牌！”在村
部，村民吴伯文掰着手指高兴地说。

蝶变始于党建引领的精准扶贫
之路。2015 年 3 月，省住建厅对口
帮扶七家坪村。经过连续两届的接
力帮扶，七家坪村顺利脱贫，继2018
年被评为省级文明村后，今年再获全
国文明村殊荣。

11月21日，记者探访七家坪村，
寻找其脱贫秘笈。

党建引领，激活“脱贫动力”

以党心，暖民心，齐人心。
“脱贫攻坚，必须党建引路。”省

住建厅党组书记、厅长鹿山，党组副
书记、常务副厅长舒行钢多次深入七
家坪村调研，明确要求把建强党支部
作为脱贫攻坚的“源动力”，努力打造
一支以当地党员干部群众为主的“永
不撤退的扶贫工作队”。

为此，省住建厅党组先后派出两
轮驻村帮扶队伍，把“最能打仗的人”
派到脱贫攻坚一线，并给予政策、资
金的大力支持。同时，党组所有成员
每年均带领各处室负责人来村走访
慰问,调研指导脱贫攻坚工作。

在厅党组的示范下，优秀青年积
极向党组织靠拢，致富能手被培养成
党员，优秀党员被选进村支两委，村
党组织阵地凝聚力、向心力不断增
强，党员率先带头脱贫攻坚的内生动
力亦越来越强。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战贫的旗
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攻坚的堡垒。

村主任李宏升率先在村里发展猕
猴桃、黄桃产业，通过土地流转、劳务用
工、股份分红，让村里贫困户多方面受
益；老党员吴伯文不顾年事已高，带领
贫困群众开荒斩草，开发迷迭香产业基
地；党员覃大鹏将自家房屋改造成民
宿，先行先试乡村旅游发展之路……

基础先行，打通“发展动脉”

暖阳下，村里两位广西媳妇杨新
连与冯燕琴晒着太阳
聊天，两人的家原本在
不同山头，通过易地搬
迁成了邻居。杨新连
说，11 年前刚来村里
时，心头一凉：道路坑
坑洼洼，房子老旧失
修，用水全靠扛挑。

如今，两家彻底
变样——水泥路修到
门口，新房亮亮堂堂，
自来水哗哗直流。冯

燕琴说，亲戚来家里做客，直夸村里
条件好。

省住建厅帮扶七家坪村6年来，
新建和改造房屋45户，新建阳光保障
房2栋12户，易地搬迁12户；村里村
级主干道由原来的3米拓宽到了5米，
全村15个村民小组已全部实现通水
泥路；完成 368 户集镇自来水入户，
全村居民人畜饮水安全已得到全
面保障；完成 7 座便民桥、5 座拦河
坝，以及 750 米农田灌溉水渠水管
建设……

基础先行，打通了村民脱贫致富
的“发展动脉”。

依靠通畅的交通，建档立卡贫困
户宋有风搞起了黑斑蛙养殖，规模达
到 12 亩共 20 万尾，年产值达 20 多
万元，带动 15 名贫困户就业。忙成
陀螺的宋有风，腰杆子越来越硬，大
家纷纷叫他“宋老板”。

产业为本，夯实“致富道路”

山顶，黄桃树长势喜人；山坡，
莓茶郁郁葱葱；山下，猕猴桃果实
累累……曾经产业稀少的七家坪
村，如今处处是产业。

莓茶基地，建档立卡贫困户吕贤
胜正在采摘老叶。采下叶子卖到村
里加工厂，每斤 2 元钱，他一天可以
采 50 多斤，收入 100 多元。基地负
责人向佐朋告诉记者，村里共400多
亩莓茶，通过产业带动，15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因此摘帽。

400 多亩莓茶只是产业链条中
的一环。通过“公司+村集体+合作
社+农户”的模式，七家坪村大力发
展特色种养业，包括桃子、柰李、脆
枣、黑斑蛙等产业在内的特色种养产
业基地，已发展到1000余亩，年产量
近50万斤。

产业发展带来的是脱贫成效：目
前 115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已脱贫
113户，剩余2户也将于今年年底脱
贫。同时，村集体收入由原来的

“零”，增长到去年的20万元。
“党建引领的思路不会变，产业

发展的脚步不会停。”现任驻村帮扶
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朱浩说，七家
坪村将围绕乡村旅游做文章，通过打
造民宿一条街、特色农产品集散地、
影视基地等措施，带领全体村民奔向
全面小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规定》（原国土资源部令第
39 号）等法律法规规定，经常德市人
民政府批准，出让人决定委托挂牌人,
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下列地块的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出让人、挂牌人
出让人：常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挂牌人：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

标要求（见下表）
三、竞买资格及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

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竞买，
但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对竞买人另有

限制，以及有欠缴出让人土地出让价
款、不履行土地出让合同等不良记录的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不得申请
参加本次竞买。

竞买人应单独申请竞买。
四、确定竞得人办法
本次挂牌出让按“不低于底价”和

“符合要求的出价最高者得”原则确定
竞得人。

五、出让时间安排
1、网上公告期间：2020年11月25

日至2020年12月14日

2、网上下载出让文件期间：2020
年11月25日至2020年12月22日

3、网上挂牌期间：
标的1：2020 年 12 月 15 日 9:00 至

2020年12月25日10:00
标的2：2020 年 12 月 15 日 9:00 至

2020年12月25日10:05
标的3：2020 年 12 月 15 日 9:00 至

2020年12月25日10:10
4、网上竞买申请（报名）截止时间：

2020年12月22日16:30
5、竞买预交款项（为竞买保证金、土

地预付款和交易服务费预付款之和）到
账截止时间：2020年12月22日16:30

六、竞买申请（报名）办法
1、有意竞买者须到挂牌人信息技

术部办理数字证书 ukey（已经办理数
字证书且仍在有效期内的除外）。数字
证书是竞买人参加网上挂牌竞价的唯
一标识；竞买人登录湖南省国土资源网
上 交 易 系 统 （http://www.hngtjy.
org/），点击“常德市”按钮，浏览、查阅
和下载意向地块出让文件，对意向地块
点击“竞买申请”按钮，网上填报《竞买

申请书》，获取交易系统随机生成的保
证金账号，通过银行转账办理，按时、足
额交纳竞买预交款项，获得竞买资格。
获得竞买资格后，点击“竞买报价”按钮
进行报价。

2、出让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
求详见出让文件，该文件与本公告内容
具有同等效力，竞买人应认真阅读并依
照出让文件规定执行。

3、竞买人必须保证所提供的竞买
申请（报名）资料和身份信息真实、合
法、有效。

4、竞买人与竞买预交款项交款人、
竞得人须为同一市场经营主体，各项信
息应完全一致。竞买预交款项必须是
从竞买人的银行账户转入规定的银行
账户。挂牌人不认可非竞买人代交竞
买预交款项的行为。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出让地块按现状净地供应。
2、竞买人应自行对出让地块现状

进行踏勘。竞买人提交的竞买申请一

经交易系统受理，即视为竞买人对出让
地块现状及其出让文件均不持任何异
议。竞买人对其申请和承诺承担法律
责任。

3、本公告未尽事宜按出让文件的
相关规定办理。

八、信息发布媒体
本公告同时在中国土地市场网、

《湖南日报》、《常德日报》、常德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网站、常德市公共资源交
易网发布。

九、联系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交易活动的办公地点为常德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地址：朗州北路与月亮
大道交会处市民之家东部）。

湖南省自然资源厅举报电话：
0731-89991216
数字证书办理咨询电话：
0736—7256317
出让人联系人：成先生
联系电话：0736-7230079
挂牌人联系人：李女士
联系电话：0736-7256332

常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11月24日

标的
编号

1

2

3

宗地编号

常国储（2020）14号
（星原地块）

常国储（2020）27号
（桃花源路以西 A-
12地块）

常国储（2020）31号
（天健地块）

宗地位置

东明路以北、星原街
以南、三闾路以西

紫菱路以南、桃花源
路以西

柳叶大道以北、东风
路以东

土地
面积(m2)

19013.02

111126.54

6635.47

土地用途

工矿仓储（仓储用地）

住宅、商服、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城镇住宅、零
售商业、教育用地）

商服（商务金融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0.5-1.3

2.1-2.6

2.5﹣3.0

建筑
密度(%)

≤50

≤26

≤35

绿地率
(%)

≤15

≥37

≥30

出让
年限(年)

30

住宅70
商服40
教育50

40

起始价
(万元)

1000

63800

3350

增价
幅度

（万元）

30 或 30 的
整数倍

200 或 200
的整数倍

50 或 50 的
整数倍

竞买预交款项

竞买保证金
(万元)

200

12760

670

土地预付款
(万元)

800

12760

2680

交易服务费
预付款(万元)

11

7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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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由中
建五局三公司承建的
长沙马栏山北区智慧
能源站站房建设完
工，站内设备已安装
就位，预计年底前全
面完工。建成后可为
马栏山视频文创园北
区160万平方米的建
筑提供24小时全覆
盖的综合能源服务。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谢碧华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11月24日
讯（记者 陈新）今天，由
加加食品公司承办的提
高上市公司质量主题研
讨会在宁乡召开。国务
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陈
全生、万博新经济研究院
院长滕泰、东方资产天津
公司总经理张晨光等多
位嘉宾，就上市企业高质
量发展建言献策。

随着A股注册制逐步
推行，上市公司队伍迅速扩
张。近日，国务院发布17项
重点举措，将进一步提高上
市公司质量列为深化资本
市场改革的重点工作。在
当天研讨会上，滕泰认为，
消费领域是国家扩内需的
主要方向，也是明年国家政
策重点发力的领域，消费类
企业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

滕泰认为，未来经济增
长主要靠内需，而内需增长
主要靠消费，在长期以内需
为主的增长动力结构中，消
费的贡献将达到70%。这
意味着，以酱油为代表的必
选消费品龙头公司，将存在
巨大的市值增长空间。

会议现场，张晨光对加
加食品公司近两年来的业
绩表现及发展潜力表示充
分认可。他表示，后期，东
方资产将继续关注与支持
加加食品向好发展。

作为本次会议承办方
的加加食品公司，近两年坚
持高质量发展主线，坚定推

动战略重心回归主业，不断创新，顺利实
现转型升级。在2019年营收新高的基础
上，2020年业绩继续稳健增长，前三季度
实现营收15.78亿元；实现净利润1.39亿
元，同比增长超三成。

研讨会上，加加食品实控人杨振明确
了公司未来的发展目标。继去年前瞻性
地提出主攻减盐生抽的战略后，他进一步
表示，要聚焦调味品行业这条黄金赛道，将
加加减盐生抽打造为中国酱油行业的头
部品牌产品，创造酱油消费的新潮流。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记者 黄利
飞）“2020 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暨
第22届上市公司金牛奖颁奖典礼”近日
在海口举行。爱尔眼科、景嘉微、宏达电
子、三德科技、蓝思科技、酒鬼酒、国科微
7家湖南上市公司荣获金牛奖。

景嘉微、宏达电子获得2019年度金

牛最具投资价值奖。金牛最具投资价值
奖是以 A 股 3039 家上市公司作为统计
样本，从入围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偿债能
力、资产管理能力、成长能力、创新能力
5个方面选取17个关键指标进行分析排
名，选取前100名进入获奖名单。

爱尔眼科董秘吴士君、三德科技董秘

肖巧霞荣获2019年度金牛董秘奖。金牛
董秘奖获得者不仅在负责公司治理、股权
事务管理、筹备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保障
公司规范化运作等内部管理层面表现突
出，更重要的是在信息披露中，积极利用
各种平台，向投资者精准传递公司发展经
营理念，充分展示公司风采，妥善处理好
投资者关系，保障股东的公平知情权。

蓝思科技、酒鬼酒、国科微获得
2019年度金牛投资者关系管理奖。

湖南7家上市公司荣获第22届金牛奖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记者 刘永
涛 通讯员 刘灵宁）我省大力排查冷链
食品输入疫情风险，确保冷链食品安
全。11月23日，由湖南省、长沙市市场
监管局组成的联合督查组，前往长沙云
冷 1 号农产品交易中心、红星冷库等冷
链食品经营企业开展专项督查，要求经
营者严格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和疫情
防控主体责任，坚持人、物同防，落实消

毒措施，切实防止疫情输入扩散。
督查组要求企业经营者落实主体责

任，进货要索证索票、查验供应商的相关
资质，出具进口冷链食品消毒证明，保证
所销售产品的全程可溯源，发现问题要
立即下架停售。严格做好从业人员体温
检测、经营场所及设施设备清洁消毒、佩
戴口罩等防控措施。定期开展环境核酸
检测，全链条做好冷链食品源头端、生产

端、市场端、消费端等各环节食品安全和
疫情防控工作。

带队督查的省市场监管局局长向曙
光介绍，今年前三季度，全省拉网式摸排
彻查全省食品冷冻库及冷冻冷藏食品监
管情况，共摸排农贸农批市场 2812 个、
海鲜市场 11 个、大型冷链加工市场 6
个。各市州市场监管部门配合卫健部
门，对冷冻冷藏肉品、贮存环境和相关从
业人员 3 个类别进行核酸采样检测，共
检测核酸食品样品11500余份、环境样
品 7560 份，检测从业人员 21000 余人
次，所有检测结果均规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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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专项督查
确保冷链食品安全

马栏山建设
智慧能源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