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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债权催收公告 单位：元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
公司与原债权人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沙分行签署的《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
分行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
议》，原债权人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
分行对借款人和担保人所
享有的债权由中国长城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
省分公司承继并享有。请
债务人、担保人或其承继人
立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
司履行还款义务或承担担
保责任。（注：本公告清单列
示的本金及利息余额基准
日为2020年12月15日，孳
生利息以实际为准，涉及币

种除注明外均为人民币，单
位为元。若借款人、担保人
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
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
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
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
任。公告中担保人包括保证
人、抵押人、出质人等。）

下述债务已全部逾期，
债务人已构成违约，请立即
履行还款义务或承担担保
责任。我司将依合同约定
及国家规定收取利息至实
际还款之日。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联系人：罗女士
电话：0731-84303112
2020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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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

衡阳市力源动力制造有限公司
衡阳市天健锡业有限公司
株洲市荷塘区创天建材经营部
长沙市新一佳商业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省新一佳商业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中达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湖南省中城富通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省浏阳市建辉纺织有限公司

湖南瑞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乐福地医药包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五月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星联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担保人

衡阳市力源动力制造有限公司,周定喜
衡阳市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宋建中
唐红林,谭宪强,郭建平,施杏平,施卫红,周铁文，施卫玲
深圳市新一佳商业发展有限公司,李彬兰,常德市新一佳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一佳商业发展有限公司,李彬兰,常德市新一佳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中达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湖南省中城富通商贸有限公司,长沙市华凯化工贸易有限公司,欧阳佛果,李新媛，刘聪
慧,彭佑华，杨爱姣,赵湘民，李振中，林曦，饶好逑,李晓阳,曾重阳,盛伟,石小洁，周鸣花,
唐云泉，刘艳,黄建军,吴先发,范静清，周淑芳,鲁建群,沈建钢,杨益婷,宋芳燕,刘忠军，肖
柳云杨红卫,唐娟,唐友龙,李建湘,黄笃高,陈小明,李志荣,李美桃,吴桂云，湖南长沙中国
城酒店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普凡置业有限公司,湖南三湘新贵置业有限公司
李建辉,李炼,湖南黛尔软装有限公司,施曼元
湖南国昱锂能实业有限公司,唐顺国,南通瑞翔新材料有限公司,长沙市红椒园餐饮服务
有限公司
湖南乐福地医药包材科技有限公司,刘祥华、刘华山、湖南千山制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贾哲,李湘群,喻嘉,何金强,范斌
贾哲,长沙星联投资有限公司,胡德华,长沙市五月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

8,953,713.22
8,495,360.58
4,491,525.24
9,999,591.51

54,209,886.25
584,678.89

30,244,272.86

3,077,665.88

28,809,622.49

61,153,153.84
48,026,315.16
17,300,637.57

债权利息余额

695,874.79
872,393.33

1,855,719.11
3,634,870.13

18,228,994.26
95,785.94

17,947,104.01

1,046,707.63

-

-
2,815,628.24
1,913,130.96

其他债权
（诉讼费等垫付费用）

85,247.00
89,615.00
55,525.00
88,110.00

394,147.00
9,960.00

263,035.00

53,580.00

-

622,663.00
274,407.00
192,462.00

债权合计

9,734,835.01
9,457,368.91
6,402,769.35

13,722,571.64
72,833,027.51

690,424.83

48,454,411.87

4,177,953.51

28,809,622.49

61,775,816.84
51,116,350.40
19,406,230.53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梅花
通讯员 肖志豪

“玫瑰园合作社年底分红 7 万元，
经果林基地收租 3万元，光伏发电收入
1.5万元……”近日，娄底市娄星区杉山
镇花溪村党总支书记谭满平算了一笔
账，今年，该村集体收入 17 万元。2019
年，花溪村成立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利用集体资产和闲置土地发展集体经
济。短短两年，昔日“空壳村”变成“富裕
村”，全村27户贫困户72人全部脱贫。

送钱送物不如建个好支部。花溪村的
蝶变，是娄底市以党建引领助推脱贫攻坚
带来的。近年来，该市围绕筑牢战斗堡垒、
夯实基础保障，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主心

骨和广大党员排头兵作用，推动基层党建
和脱贫攻坚深度融合，取得明显成效。

娄底大力实施村级组织带头人队
伍提升行动，制定“村干部队伍建设规
划纲要（2020-2025 年）”，着眼村（社
区）两委换届和未来 5 年发展，致力建
设一支政治意识强、组织能力强、发展
本领强、作风纪律强的“四强”型村级干
部队伍。按照要求，娄底全面推行村（社
区）党组织书记、村（居）民委员会主任
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一肩挑”。
目前，全市“一肩挑”比例达 96.5%，年
底有望实现全覆盖。

针对农村带头人队伍普遍存在青
黄不接、结构不优、能力不强、留人不住
等问题，娄底探索“订单式培养、定向化

使用”新型教育模式，依托娄底职业技
术学院，从 2019 年起实施村干部定向
培养工程，通过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
向上岗，走出一条选育管用的新路子。
目前，该市已招录学员459名，力争5年
内全市 1816 个行政村均配备 1 名定向
培养生。同时，各县市区以公开招考方
式，聘用35周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的
村级年轻干部1579人，为换届选举、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提供人才储备。

为清除脱贫一线村干部队伍中的
害群之马，娄底持续推进扫黑除恶工
作，共排查违纪违法、涉黑涉恶问题村

（社区）干部698人，调整不合格不称职
村（社区）干部300余人。同时，对软弱涣
散基层党组织，建立动态摸排、长效整顿

机制，由市委常委带头办点，县市区班子
成员包乡走村、挂点整顿。近两年，共整
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198个。

抓好党建“牛鼻子”，铺就脱贫好路
子。娄底坚持“造血”与“输血”相结合，
落实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规划，指导村级
党组织牵头成立集体经济组织，实现集
体经济“空壳村”清零。加强示范引领，
市、县组织部门按照“定一个实施方案、
定一批致富项目、定一名第一书记、定
一名科技特派员”的“四定”要求，指导
中央重点扶持的两批 140 个村落实集
体经济发展项目，建设扶贫车间 392
个，打造发展示范片区 10 个，以点带
面、整体提升，着力解决村级集体经济
总量不大、结构不优、后劲不足的问题。

党建引领助力脱贫攻坚——

选拔“四强”村干 清零“空壳村”

湖南日报记者 上官智慧

12 月 17 日上午，张家界市爱盟公
益协会内，看着一整面墙的奖状，记者
寒意全无。在一旁作讲解的张家界市爱
盟公益协会理事、“心益行”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创始人龚协标，热情地讲述这些
奖状背后的感人故事。

“再聊聊你的公益故事吧！”10余分
钟后，记者提议。

龚协标却戛然而止，一脸腼腆的
笑。在记者不断引导下，他断断续续讲
了他做公益事业的两次“高光”。

号召，无偿献血
“标哥，能否帮个忙？”今年 9 月 3

日，一通紧急求助电话让龚协标心头一
震。求救人唐小敏说，其干爹陈树德治
疗急需大量 A 型血，但库存告急，家属
又无匹配血型。

龚协标赶紧在朋友圈和微信群发
出求助信息。随后，在不到一天的时间
里，献血38200毫升，献血人数97人。

为何能在最短时间内召集如此多
的爱心人士？龚协标说，这得益于一个
名叫“张家界市无偿献血招募分队”的
组织，而龚协标正是该分队队长。

“以前志愿者都是分散的，遇到紧
急情况，得一一通知，耗时又麻烦。”说
起过去经历，龚协标有些许无奈。后来，
在一次孕妇急需用血的爱心号召事件
里，龚协标脑海里闪现出“成立专门献
血团队”的想法。

2018年底，张家界市无偿献血招募

分队成立，龚协标当选为队长。此后，他
用 981 个志愿服务工时及 12 次无偿献
血感动众人，招募到很多队员。数据显
示，张家界市无偿献血总人数从2018年
5500人次，增加到2019年7145人次。

“我家族里每个人都坚持献血，还
有8个人加入了我们分队。”分享其最温
暖和得意的瞬间，龚协标笑得灿烂。

“是他们用可再生的血液，换回了
无数不可再生的生命。”张家界市中心
血站工作人员李捷说，无数个“标哥”用
温暖无声的行动拯救了万千家庭，“我
替每一位输血者感谢他们。”

坚守，疫情防控
“标哥，得跟记者说说你的防疫故

事，否则对不起那个称号！”张家界市爱
盟公益协会执行会长刘浩“插话”，还递
给记者一本荣誉证书，上面写着“龚协
标、湖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学雷锋志
愿服务最美志愿者”等字眼。

“请上报是否有与武汉关联人员”
“进出请登记并测量体温”……1 月 24
日，龚协标成为他所在小区疫情防控的
第一批志愿者，开始以每天15个小时的
强度宣传疫情防控知识、排查核实人员
信息。其后，在他感召下，其爱人陈秀英
和 85 位志愿者先后当起了永定区宝塔
岗社区疫情防控志愿者。

“虽然辛苦，但关心我们的人也多，
心里温暖。”志愿服务中，留下了许多令
龚协标感动的瞬间，有邻居送干粮的，
有老奶奶送菜的，也有爱心人士捐赠防
疫物资的……

从1月24日至3月26日，龚协标连
续63天奋战一线，从小区志愿者到社区
志愿者，再到全市复工复产志愿者，他
用实际行动默默地为抗击疫情贡献自
己的力量。

“都说他是活雷锋，我得和他比比
看，看谁做得更久、更好！”在日复一日
熏陶下，龚协标的妻子陈秀英也热心公
益事业，现为张家界市另一家爱心公益
组织协会的副会长。她说，每天最幸福
的事就是和老龚“比赛”。

从2013年接触公益事业以来，龚协
标积极参加助困、助老、助残、环保、关
爱青少年成长、关爱老兵等各类公益活
动。据统计，其志愿服务时长已达 5500
小时以上。

今年 8 月，龚协标获评“湖南好人
榜”中“助人为乐好人”，还被评为湖南
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最美志愿者。

湖南日报12月 17日讯（记者 刘
永涛 通讯员 马固良 李水常）12月16
日，一场特殊的“案审会”在新邵迎光乡
大坻村举行。该村 8组王成乐和王成余
积怨多年，在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王林
志等调解下，兄弟俩握手言和，应邀参
加的10名村民也受到一次洗礼。

大坻村地处新邵偏远山区，全村
16个村民小组，528户2205人，曾是深

度贫困村。过去，不少村民“等、靠、要”，
攀比思想重，“红眼病”多，不孝敬父母，
不讲文明卫生等现象也不同程度存在。

2018 年，湖南省市场监管局工作
队入驻该村，抓党建、促脱贫、树新风、
兴产业，帮助建档立卡的 109户 505人
拔掉“穷根”，全村2019年脱贫摘帽。眼
下，大坻村水、路、电、网络全覆盖，以舜
赐茶为代表的多种特色产业发展步入

快车道，全村今年户均增收逾1000元。
“脱贫只是起步，致富才是目标。”

湖南省市场监管局驻大坻村帮扶工作
队队长王林志介绍，村民“劣根”陋习是
致富路上的“拦路虎”。该村围绕“风气
正、产业旺、村庄靓”的总目标，强化宣
传教育、弘扬传统美德、整治村容村貌，
加快建设美丽乡村。

行走在大坻村，随处可见悬挂路灯

上的标语牌、村部固定宣传栏、彩色墙
体绘画，宣传公德教育、扫黑除恶、禁毒
禁赌、乡风文明等内容。推行“红榜”“白
榜”举措，对婚丧简朴、移风易俗、拾金
不昧等好人好事张贴“红榜”表彰，纳入
年度积分、合作社分红；对不文明、不道
德行为张贴“白榜”批评，纳入年底扣
分。该村先后获评“文明村”“卫生村”

“美丽同心村”等荣誉。

抓党建、促脱贫、树新风、兴产业

“风气正”迎来“产业旺”
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
每周一星

湖南好人

湖南日报12月17日讯（记者 徐亚
平 见习记者 周磊）人间此山最相思，
有情必来相思地。12 月 17 日，“梦圆
2020”文学征文获奖长篇小说《相思山》
赏读会在岳阳市新华书店举行。赏读会
由省作协与岳阳市作协主办，作者王天
明现场介绍《相思山》创作经历及感受，
嘉宾围绕作品开展互动交流。省作协副
主席沈念、彭东明，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主席余三定参加。

王天明，岳阳人，中国作协会员，
毛泽东文学院首届签约作家，出版了长
篇小说《女村官》《十八个春天》《沃土》

《浴火重生》等。
2017 年 9 月起，在省委宣传部指导

下，省作协联合湖南日报社、省文联、中
南出版传媒集团，举办“梦圆2020”文学
征文活动。《相思山》作为岳阳市唯一
一部在此次征文活动中获奖的长篇小
说，由王天明历时 3 年、4 易其稿创作而
成。本书通过讲述各级扶贫干部在相思
山扶贫所经历的磨难、困苦和情感纠
结，刻画了一批扶贫干部和各类乡村人
物群像，展现了脱贫攻坚的基层生态与
丰富细节，也对乡村振兴有着前瞻性的
思考。

湖南日报12月17日
讯（记者 孟姣燕 通讯
员 滕林林）12 月第三
周，元旦旅行和酒店进
入预订高峰期。携程大
数据显示，“南北大穿
越”成跨年旅行趋势，长
沙上榜元旦酒店预订热
门城市，高星酒店间夜
量增幅接近800%。

携程数据显示，元
旦酒店预订热门城市
为：上海、北京、杭州、
长 沙 、南 京 、三 亚 、广
州 、厦 门 、重 庆 、哈 尔
滨、西安、成都、苏州、
武汉、张家口。元旦期
间，热门城市高星酒店
价格涨幅均值 20%。跨
年当晚酒店最贵，部分
城 市 价 格 涨 幅 高 达
35%以上。长沙高星酒
店元旦价格上涨 11%。
长沙高星酒店间夜量
增幅接近 800%，三星
级、舒适型酒店的元旦
间 夜 量 增 幅 超 过
820%。

有 哪 些 网 红 新 玩
法？迎接“2021 年第一
缕晨光”的黑龙江抚远
县（中国东极）、“假装在
北欧”的敖鲁古雅使鹿
部落，成跨年热门。继丁
真带热理塘后，四川洪
雅县瓦屋山成元旦滑雪

游搜索黑马，热度大增747%。携程数据
显示，瓦屋山、张家口、哈尔滨、北京、牡
丹江（雪乡）等滑雪游目的地，元旦搜索
热度上升最快。张家口太舞滑雪场、长
白山周边热门跨年高星酒店部分房间，
在 12 月第一周即显示“低价房型即将
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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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 17日讯（通讯员
何爱民）今年以来，省直机关工委联合
湖南日报社为省监狱系统在长五所监
狱免费赠送《湖南日报》。长沙监狱、女
子监狱、星城监狱、长康监狱和未成年
犯管教所认真组织服刑人员读报、阅
报，让党报帮助服刑人员走向新生。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省直机
关工委联合湖南日报社第一时间把

《湖南日报》送到了在长监狱的服刑人

员手中，帮助服刑人员及时了解党中
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各项疫情
防控措施，让他们及时了解来自家乡
疫情防控的人和事，缓减大家对亲人
的担忧，纾解服刑人员的心理负担。长
沙监狱在全狱范围内开展了“读《湖南
日报》，赢新生未来”专项活动，以政治
改造为核心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
动；麓峰监区组织开展“读党报，感党
恩”演讲比赛，号召全体服刑人员通过

读《湖南日报》，剖析自我犯罪历程，强
化认罪悔罪意识。女子监狱、星城监
狱、长康监狱和未成年犯管教所充分
发挥《湖南日报》的舆论引导力量，结
合法规法纪、爱国主义教育，组织开
展专项活动，突出政治改造的核心引
领作用。星城监狱、未成年犯管教所成
立读报兴趣小组，把《湖南日报》当成
学习园地。女子监狱组织开展剪报、手
抄报比赛。通过读报活动，让服刑人员
进一步加强政治改造、增长知识、丰富
生活，为更好地回归社会打下坚实的
基础。

龚协标 通讯员 摄

龚协标的两次公益“高光”

读《湖南日报》，赢新生未来

特种环氧树脂
整柜出口欧洲

12月 16日，中石化巴
陵石化公司生产的一批邻
甲酚醛环氧树脂在岳阳城
陵矶国际集装箱码头装柜，
经“一带一路”海上路线，首
次整柜将特种环氧树脂出
口欧洲市场。今年，该公司
通过对进口原材料的优化
运作，降低生产成本，提前
1个月完成环氧树脂全年出
口计划，取得良好效益。

彭展 摄

湖南日报12月17日讯（通讯员 杨
坚 李友胜 记者 张佳伟）新宁县崀山脐
橙推介会15日在江苏南京举行，来自各
地水果行业商会的代表、水果采购商等近
200人参加。近年来，新宁县把脐橙产业作
为脱贫攻坚第一大主导产业来抓，种植面
积已达50万亩，年产70万吨、产值50亿
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

推介会现场，嘉宾们通过视频介

绍、现场解说、品尝等，了解崀山脐橙历
史由来、种植条件及产品品质。新宁县
委书记秦立军向嘉宾推介崀山脐橙，邀
请他们到新宁观崀山景、游脐橙园、采
脐橙果、订脐橙单、发脐橙财。

新宁崀山果业公司、新宁脐橙产业
协会同南京绿巴特果品贸易有限公司、
南京果满园商超配送等现场签约，达成
销售意向1.6亿元。

崀山脐橙推介会走进南京
现场达成销售意向1.6亿元

人间此山最相思 有情必来相思地

“梦圆2020”获奖小说《相思山》赏读会举行

▲ ▲（紧接1版①）与此同时，其他气候
系统因素对今冬的东亚冬季风起到加
强作用。受这些因素影响，预计今年冬
季我省气温总体偏低，期间有阶段性
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发生，强度偏强；南
方水汽输送偏弱，累计降水量偏少。

气象专家提醒，冬季低温有利于新
冠肺炎病毒传播，患病风险增大，需加
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同时需防范
低温雨雪冰冻天气过程对交通运输与

出行、农业设施、电力、通信线路等的不
利影响。此外，总降水量偏少，需加强水
资源调度管理、加强森林防火工作。

不排除出现阶段性低温的可能
省内真的会出现零下 8摄氏度的

低温吗？
省气象台副台长、首席预报员陈

静静表示，从目前最新气象资料分析，
12 月 28 日开始有一次强冷空气的影

响，且从长沙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
最低气温来看，12月下旬极端最低气
温为零下 11.7 摄氏度，所以不能排除
出现阶段性低温的可能性。

根据统计评估的结果，10天以内、
尤其是 7天以内的天气预报可参考性
较高，而月底的预报超过了10天，有调
整的可能性。省气象台将密切关注，及
时发布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建议公众
及时关注最新的权威天气预报。

▲ ▲（紧接1版③）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
付列入了省政府真抓实干督查激励的
25条措施，在全国属首创；基本建成全
省统一的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预警平
台，实现与行业主管部门、商业银行的
数据共享；统筹市、县相关部门以及街
道（社区）人员力量，“一对一”设立在
建项目联络服务员，督促在建项目落

实工资支付各项制度。
今年 5 月 1 日，《保障农民工工资

支付条例》正式实施，为根治拖欠农民
工工资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开启了依法治理欠薪的新阶段。湖南
以此为契机展开集中整治，经过各级
各部门共同努力，依法治理欠薪取得
了阶段性的新成效。今年以来，全省劳

动保障监察部门共立案查处工资类案
件1146件，为2.34万名劳动者追回工
资待遇2.24亿元；住建部门共办理欠薪
案件451起，涉及农民工5058人，涉及
金额12395.55万元；全省法院共执结涉
农民工工资案件 9518件，兑付农民工
工资及工程款3.96亿元，以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罪判处欠薪犯罪分子79人。

▲ ▲（紧接1版②）对实绩突出、群众公
认、符合任职条件的优秀“英培计划”人
才，将及时选拔到企业经营管理、科研
技术等关键岗位任职。

本次“英培计划”报名时间从 12月
16 日至 2021 年 1 月 4 日，具体可登录
湖南省国资委网站（http://gzw.hunan.
gov.cn/）查看。省国资委还将在长沙和
北京举行两场线下宣讲会，与学生互动
交流，为学生答疑解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