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司拟对广州三阳贸易有限公司等 3 户债权资产包进

行处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资产包账面本金余额约

为人民币 17，286.79 万元，资产分布在广东广州、湖南永州、

衡阳等地。

本次公告信息详见广东粤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utrustamc.com/zctj/list_18.html/资产招商公告。

参与本次交易的投资者必须为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

人或中国居民，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

法干警、我司工作人员、原债务企业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中介机构以及关联人员不得购买或

变相购买该资产(包)。

欢迎有处置合作意向的单位（包括但不限于中介机构）

参与项目的营销和处置。

如对本次处置有意向或任何疑问、异议请于公告之日

起 7 日内（含刊登日）与我公司联系：

联系人：苗小姐 黄小姐

联系电话：020-83963222-8636、8626

传真电话：020-83540470 邮件地址：amcgs@utrust.cn

公司地址：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中路 437 号越秀城市广场

南塔 26、27 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0－83540475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广东粤财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广东粤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 2月 2日

广东粤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资产招商公告

经桃源县政府采购主管部门审核，桃源县农业农村局

2021 年早稻生产扩面与办点示范种子采购已具备公开招标

的 条 件 ， 采 购 人 为 桃 源 县 农 业 农 村 局 ， 预 算 金 额 ：

5340000 元，现予以公告。具体详情关注湖南常德市政府

采购网 （http:changd.ccgp-hunan.gov.cn） 和常德市公共

资源交易网 （http://ggzy.changde.gov.cn）。

常德市天祥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2021年 2月 2日

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经临澧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临澧经开区新建临

澧县快速干线一号大道 （大仁溪－临烽路） 污水管网延伸

工程项目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人为湖南临澧经济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该项目估算总投资 2004.62 万元，现予

以公告。详情请关注湖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 （www.bid-

ding.hunan.gov.cn） 及 常 德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网 （网 址 ：

http://ggzy.changde.gov.cn）。

临澧县建设工程招标投标事务中心

2021年 2月 2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2021 年春运已于 1 月 28 日正式拉

开帷幕。据预测，春运期间桃江县旅客

发送量约 45 万人次，因疫情影响较往

年有所下降，但客流存在较大不确定

性，节前客流相对平稳，节后客流相互

叠加，潮汐特征比较明显。为认真做好

春运期间保安保畅工作，桃江县交通运

输局成立领导小组，制订实施方案，并

从多方面着手确保春运期间安全畅通。

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夯实责任，积

极备战。提前制定《2021 年交通运输系

统春运工作实施方案》，召开春运工作动

员部署会，与运输企业签订安全责任状，

夯实企业主体责任，并就如何加强安全

管理、把好市场准入关、强化客运站源头

监管、开展交通运输市场秩序整治、全面

提升服务质量、及时报送春运工作信息

等方面作具体安排，积极迎战春运。

强化宣传与舆论引导，营造春运工

作良好氛围。制作《交通安全宣传片》、

《珍爱生命，远离黑车》动漫片和《致广

大市民的一封公开信》，充分利用报纸、

电视、广播、横幅、标语、宣传单等多种

形式广泛宣传，并在渡口码头张贴《乘

船小贴士》，提醒广大乘客朋友注意出

行安全，避免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加强值班值守，采取有效措施，做

好应急保障工作。严格执行 24 小时专

人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严把市场准

入、车辆技术状况、从业人员资格关，客

流高峰期通过增加班次、加大发班密度

等有效措施及时疏运旅客，突出做好应

急保障工作。

加强安全监管，开展春运大检查，

消除安全隐患。抽调精干力量，成立春

运检查组，深入“两客一危”企业、城市

客运、客运车站、渡口码头、驾培机构、

汽车维修厂家等领域,全面开展春运安

全大检查，切实加强安全监管和“打非

治违”等工作，及时排查并消除各类安

全隐患，为春运保驾护航。

完善购票体系，方便旅客出行。新

增“走么”手机 APP 网上购票软件，有

效缩短旅客购票等待时间，助力疫情防

控；推行实时城乡客运公交，方便市民

查询公交车实时到站信息，可让乘客合

理安排时间，错峰出行。

扎实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有效控制

病毒传播途径。针对当前疫情防控严

峻形势，督促运输企业安装了两套红外

线热成像人体体温筛查系统，加大工作

力度，进站口、出站口安排专人专岗，严

格落实戴口罩、测体温、健康码及行程

卡查验、营运车辆消毒等常态化防控措

施，有效控制病毒传播途径，避免因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而引发交叉感染。

截至目前，该县交通运输市场秩序

井然，安全畅通，各车站、码头无旅客滞

留现象，客流总体平稳、安全、有序。

（苏胜林）

桃江交通：多管齐下 护航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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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2月 1日讯（记者 肖畅 通讯

员 赵冠群）1 月 27 日，湘潭县石潭镇兆托村党员朱战和，

像往常一样来到朱海江老人家中陪他拉家常。自成为“守

望之家”负责人后，朱战和每天都要到村组 19 位独居、空

巢、留守老人家中巡访。

“我常年在广西务工，难得回一趟家。多亏‘守望之家’照

料、关心我父亲，让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安心了。”朱海江的儿

子朱栋告诉记者。

湘潭县抓住列入“湖南省第二批养老服务体系试点县”契

机，构建“党建+莲湘颐老”农村养老服务新体系，形成村组“守

望之家”、村（社区）“邻里互助”、乡镇“养老机构”、县级“医养融

合”以及“智慧养老”等五位一体的养老模式，打造暮年幸福增

长极。今年1月，该项工作入选“湖南基层改革探索100例”。

据介绍，“守望之家”照料模式，由基层党员牵头，以村

民小组和网格为依托，构建起“党员+村民小组（网格）长+

志愿者+就医联系人”的老年人守望体系；“邻里互助”养

老模式，以村（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以老年协会及其他群

团组织为依托，构建起“村（社区）党组织+老年协会+志愿

者+就医联系人”的老年人日间照料互助体系；乡镇“养老

机构”供养模式，通过对养老机构硬件设施提质改造和软

件升级，构建起“乡镇党委+养老机构+志愿者+就医联系

人”的老年人集中照护体系；“医养融合”康养模式，通过建

设康养中心、打造养老小镇等，构建“部门+市场主体+医

疗机构”的老年人康养体系；“智慧养老”服务模式，以信息

化平台为依托，构建起“云上养老+志愿者+专业服务”的

智慧养老体系，打造“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目前，全县共建设“守望之家”498 个、“邻里互助”点

156 个；投资 3000 多万元对 29 所敬老院进行提质改造，将 3

所敬老院改建成全失能、半失能照料护理中心，建成民办

养老机构 9 所。39 家社会组织、4 万余名志愿者活跃在“党

建+莲湘颐老”服务活动中。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2月 1日讯（记者 聂沛 通

讯员 肖力元）“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长大以后能播种太

阳……”1 月 27 日，放假在家的衡南县三塘联合学校蒸北

校区二年级学生蒋煜，一边哼着上学期刚学会的新歌，一

边帮长辈做农活。蒋煜说，上学期学校来了音乐老师，经

常可以上音乐课了，真好。

针对一些偏远学校办学条件差，音乐、美术、体育等教

师欠缺的实际，近年来，衡南县实施教育改革“三三五”工

程，以促进教育均衡发展。“三三五”工程，即，搭建组织、信

息、共育“三个平台”，坚持投入保障、人才配备、待遇落实

“三个优先”，实现登台授课、教师调配、财务管理、教学教

研、学校建设“五个统一”，补齐乡村学校短板。

衡南县撤销 26 个乡镇中心学校，建立 23 个联合学

校。投入 5250 万元建成网络教育平台，借助“智慧课堂”

“班班通”等信息化手段，让所有学生共享高水平教学。各

联合学校还根据不同校区教学需要，推出“走教支教、岗位

轮换”制度，让音体美教师“按需流动”，让乡村学生享受到

与城市孩子相同的优质教育资源。

过去，咸塘联合学校环境差，教室破旧，教师年龄偏

大，教学质量不高。如今，该校建起视频会议室、微机室、

理化生实验室等，还建设了宽带数字校园网络，让教学办

公实现自动化、信息化。咸塘联合学校校长肖益军介绍，

如今，该校每年都会吸引几十名学生回流。

该县加大对教育经费的投入，提高乡村教师工资水

平，拓宽乡村教师职称评定与晋升渠道，让乡村教师下得

去、留得住。

截至目前，衡南县“三三五”工程搭建的网络教育平台

已 惠 及 3267 个 班 级 、8800 余 名 教 师 、12.3 万 多 名 学 生 。

2020 年下学期，衡南县各乡镇联合学校参与走教的音体

美等教师达 330 人，代课教师全部“清零”。

包装材料循环利用挖潜300多万元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2月 1日讯（记者 徐典波）保税区货

物进出港的包装材料往往成为废品，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岳阳片区率先开展“国内包装物料循环使用”政策试点变“废”为

宝，取得环保与经济多重效益。2 月 1 日，岳阳自贸片区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政策试点 5 个月来，区内已有 11 家企业开展相关业务，

累计申报进区 229 批次、出区 78 批次，已节约成本 300 多万元。”

记者在城陵矶综合保税区湖南海益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看

到，一批包装材料随车运回厂内，经过工人分拣后，被重新用来包

装货物。公司关务部经理刘东东介绍，“国内包装物料循环使用”政

策推出后，企业只需通过“国际单一窗口”卡口登记模块向海关申

报，即可实现包装材料“一次备案，多次循环利用”，为企业带来便

利同时，有效节省了支出。公司已累计循环使用吨袋超过 6000 个、

托盘 300 多个，节约包装物料成本 30 万元以上。

岳阳自贸片区作为全省对外开放“桥头堡”，去年完成进出口总额

371亿元，货物吞吐量增长40%。保税区货物通过城陵矶港进出频繁，包

装材料用量大。对包装材料循环利用、通关便利，是保税区内企业的强

烈诉求。岳阳自贸片区积极对接长沙海关，结合改革试点任务率先对

“国内包装物料循环使用”开展政策试点，联合海关创新区内包装材料

循环利用监管模式。

邵阳与湖南建工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2月1日讯（记者 张佳伟）1月 29日，

邵阳市政府与湖南建工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这是双方全面

落实“三高四新”战略、共谋政企发展的重要举措。

根据协议，双方将在棚户区改造、产业园区建设、基础设施建设、

公共服务领域项目等相关领域开展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

邵阳市委书记龚文密表示，将全力支持建工集团在邵发展，做好

保障服务，推动项目早日开工建设、达产达效。湖南建工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蔡典维表示，将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参与邵阳“十四五”发

展，推进项目建设，为邵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湘潭县打造农村养老新体系
构建五位一体养老模式，入选“湖南基层改革探索100例”

让农村孩子享受到与城市孩子相同的优质教育资源

衡南教改补齐乡村学校短板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2月 1日讯（记者 刘奕

楠 通讯员 王梓 张润）1 月 26 日，临澧县卫健局 250

名党员干部组成 20 个健康助推乡村振兴调研组，分赴

163 个村征求意见。

“桂花村许多村民喜欢针灸理疗，希望县中医院

多派针灸理疗专家到现场指导。”1 月 26 日，调研组接

到安福街道桂花村村医徐德军反映的情况，临澧县中

医医院党委书记黃海山立即表态：每周抽两天请专家

下乡指导，并免费为村医提供火罐设备 15 套。

4天时间，调研组走访 12000余人，收到意见和建议

136条。根据村民的意见和建议，临澧县卫健局决定加强

健康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衔接，保持现有健康扶贫政

策基本稳定，调整优化支持政策，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巩固

拓展健康扶贫成果；深入推进健康乡村建设，在农村深入

开展健康中国行动、爱国卫生运动，改善乡村卫生治理，提

髙群众健康素养；提升农村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要按照“县

级强、乡级活、村级稳、上下联、信息通”的发展思路，继续

实施县医院综合能力提升工程，深入推进紧密型县域医

共体建设,推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同时,加强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人才队伍建设，夯实农村服务网底，助力乡村振兴。

临澧：健康扶贫与乡村振兴衔接

全县农村自来水普及率85.94%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2月1日讯（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李卓

林 何禹军）2月 1日，桂阳县樟市镇樟市村村民尹小路打开水龙头，看

见清澈洁净的自来水哗哗地流下来，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以前自来水厂设备设施老化，‘跑冒滴漏’现象严重，用水很

不稳定，一到用水高峰期经常停水。加之饮水点分散，天旱时没水

用，丰水期水质不干净。”说起过去，尹小路直摇头。2020 年 7 月，投

资 100 余万元的樟市镇水厂巩固提升工程完工，解决了全镇 6000 余

人的饮水安全。

饮水安全事关人民福祉。“十三五”期间，桂阳把农村饮水安全

巩固提升工程作为造福百姓、惠及民生的实事来抓，投入 6600 余万

元实施 476 处农村饮水安全新建、巩固提升工程，惠及 38 万余人。目

前，全县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 85.94%，规模化供水率达 22%，集中供

水率达 90%。

先前，樟市镇团结村大茅坪组 100 余户群众的生产生活用水靠

3 口水井维持，一到干旱季节井水干枯，乡亲们得去邻村挑水喝。为

解决这一难题，桂阳县水利局帮助该村修建了一个 25 万立方米的

蓄水池，2020 年 12 月工程顺利完工，乡亲们喝上了自来水。

为解决季节性供水难题，该县做好中小型水库蓄水保水引水

工作，采取“一把锄头放水”、分时段分片区供水等方式，保障人畜

饮水及农田灌溉。对村庄周边无备用水源的，当地政府送水上门，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水安全。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2月 1日讯(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杨

雄春 曾闽军)1 月 31 日，天气晴朗。在与蓝山县南岭林场仅隔着一

条小路的土市镇栗岐岭村，52 岁的林场职工刘志文一大早提着小

喇叭挨家挨户宣传护林防火知识，排查火险隐患。“以前我专管卖

木材，林场改革后成了一名护林员，砍树变护树，这几年责任区内

没被偷砍过一棵树。”刘志文满脸自豪。

地处湘江源头的蓝山县有荆竹、浆洞、南岭三个国有林场，森

林面积占到全县林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这些年，该县扛起保护湘

江源头的政治责任，积极转变发展理念，从推进林场改革着手，及

时转变林场职能，将其由生产木材为主转变为以生态修复和建设

为主。实行护林责任制，林场伐木工人就地转变为护林员。按责任

区域开展巡山防火，保护森林资源安全。近 5 年，该县活立木蓄积量

发展到 596.28 万立方米，以平均每年 4.25%的速度快速增长。

在造林护绿上做“加法”。实施村庄增绿、园区增绿和农村“四

好”公路绿化提质。去年来完成面上造林和区域绿化 1 万余亩，实施

森林质量和生态功能精准提升 9000 余亩，修复退化林 1.5 万亩。在

木材采伐上做“减法”。实施森林禁伐减伐三年行动，对县城周边、

二广和厦蓉高速、省道 S216 线和 S324 线两侧森林实行禁伐，对全县

商品林实行减伐，林木采伐每年比上一年度减少 20%以上。聘任公

益林护林员 187 名，对全县 91.5 万亩公益林实行全方位管护。

目前，该县林地总面积发展到 213.56 万亩，占全县总面积的

78.79%，森林覆盖率达 73.16%。2020 年，该县成功创建全省四星级

乡村旅游区。前不久，蓝山县林业局被评为全省绿化先进集体。

欢欢喜喜过苗年
2月1日，吉首市矮寨镇补点村，村民在打糍粑。当天，该村举行过苗年活动，通过打糍粑、杀年猪、挂灯笼、贴春联

等苗族传统民俗文化表演，欢欢喜喜过苗年迎新春，展示苗家同胞脱贫后越过越红火的好日子。 姚方 摄

岳阳 自贸片区变“废”为宝

桂阳 力保群众喝上放心水

蓝山 “伐木工”变成护林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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