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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邵阳分行与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华融湘江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邵 阳 分 行（含 各 分 支

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债务人及其担

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全部从权利（包括

但不限于保证权利、抵押权、质押权等）

依法转让给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邵

阳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担保人以

及 债 务 人 、担 保 人 因 各 种 原 因 发 生 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

清算主体。

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

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

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

人及其清算义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湖南省财信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

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

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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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清

算责任）。特此公告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邵阳

分行

联系地址：邵阳市大祥区曹婆井 1

号西城大厦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0739-5365922

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城

南西路 3 号财信大厦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0731-85196839

注：本公告资产清单列示贷款本息

余额截至 2021 年 8 月 21 日，债务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法院

判决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邵阳分行与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债务人

湖南春菲商贸有限公司

洞口新天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天成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洞口县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隆回县恒丰实业有限公司

隆回县福鸿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武冈万康医院

担保人

谢迎春、钟爱连、谢忠寨、湖南鑫德诚置业有限
责任公司、伍僖

洞口县龙少爷食品厂、曾良成

湖南天成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罗建宏、曾凡燕

洞口县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陈凡、朱丹

隆回县恒丰实业有限公司、肖长文、梁琼

隆回县福鸿工艺制品有限公司、王晋雄、李红兰

武冈万康医院、郭小军、邓雪梅

本金（元）

8,909,225.87

1,490,000.00

6,380,000.00

16,935,000.00

37,599,999.61

32,400,000.00

35,200,000.00

欠息（含利息、
罚息、复利，元）

611,892.90

537,113.68

1,031,237.52

11,230,391.99

701,857.50

6,577,609.09

6,800,047.28

垫付费用
（元）

0.00

28,666.50

0.00

126,722.00

0.00

141,179.00

225,215.00

序号

8

9

10

11

12

13

合计

债务人

湖南大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邵阳万里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市小白豚商贸有限公司

邵阳市永利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邵东县超欣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市佳鑫制冷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担保人

湖南华东置业有限公司、湖南善仁堂药业有限公司、邵阳市
国湘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邵阳市红十字会博爱医院、曾祥
华（曾庆晖）、谢红

邵阳万里百货有限责任公司、雷吉泉、岳亚梅、雷咏忠、何彩连

刘鹏、杨红伟、李小叶

谢龙、杨红伟、李小叶、李爱国、覃美莲

新宁县宏基置业有限公司、邓志君

何丽芳、何连喜、徐铭章、张丽萍

本金（元）

34,330,000.00

44,040,000.00

37,500,000.00

39,360,000.00

13,899,800.00

28,690,000.00

336,734,025.48

欠息（含利息、
罚息、复利，元）

4,718,691.78

2,646,309.22

706,597.58

875,429.79

4,999,432.96

4,789,176.82

46,225,788.11

垫付费用
（元）

280,703.00

0.00

120,731.00

125,772.00

134,606.00

191,863.00

1,375,457.50

根据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财信资产管理（衡阳）有限公司达成的
债权转让安排，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
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
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
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财信资
产管理（衡阳）有限公司。财信资产管理

（衡阳）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
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
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
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

体或清算主体。
财信资产管理（衡阳）有限公司作

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
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
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财信资产管理（衡
阳）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
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
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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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清算

责任）。
特此公告
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城

南西路 3 号财信大厦 7 楼
联系人：张志文
联系电话：0731-85196839
财信资产管理（衡阳）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衡阳市蒸湘区解放大

道 58 号珠江愉景新城写字楼 1112 室
联系人: 李达
电 话:15273457088

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转让方）与财信资产管理（衡阳）有限公司（受让方）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1

2

债务人名称

衡阳华阳置业有限公司

耒阳市大丰福利洗煤有限公司

担保人

衡阳华阳置业有限公司、邓承金、季哲

郑策、李红玉

本金

40,702,025.82

7,500,000.00

利息

6,209,356.54

1,971,836.83

其他

262,390.00

240,159.00

公告清单（数据截止到2020年 11月 6日）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债权转让更正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与长沙

湘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1年 12月 31日在《湖南日报》

第 27 版刊登的《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中的

部分内容有误，现更正如下：

序号

5

6

7

14

债务人

湖南通泽水电技术有限公司

花垣鑫发矿业有限公司

湖南东岱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湘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担保人

楚源水电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湖南水总水电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杨甘露、邹永红、陈泉文、黄琳、王艳辉

湖南福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东岱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肖勇波、肖朋兵、肖林
波、谢金芳、王钢成、孙艳萍

湖南湘华置业有限公司

本金

3,299,937.43

13,500,000.00

14,980,000.00

2,000,000.00

利息

1,581,429.32

8,944,379.64

8,103,264.93

7,989,096.12

其他费用

0.00

56,618.50

117,749.00

0.00

原公告内容：

现更正为：

序号

5

6

7

14

债务人

湖南通泽水电技术有限公司

花垣鑫发矿业有限公司

湖南东岱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湘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担保人

楚源水电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湖南水总水电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杨甘露、邹永红、陈泉文、黄琳、王艳
辉、黎建军

花垣县开发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东岱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肖勇波、肖朋兵、肖林
波、谢金芳、王纲成、孙艳萍

湖南湘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本金

3,299,937.43

13,500,000.00

14,980,000.00

2,000,000.00

利息

1,581,429.32

8,944,379.64

8,103,264.93

7,989,096.12

其他费用

0.00

56,618.50

117,749.00

0.00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731-82580496 17608442066

联系人：施先生 时女士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长沙湘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 1月 15日

人民日报评论员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

本性问题。“这次全会决议对百年奋斗历

程中党高度重视战略策略问题、不断提出

科学的战略策略作了全面总结。”在省部

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注重分析和总结党在百年奋

斗历程中对战略策略的研究和把握，是贯

穿全会决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一定要

深入学习、全面领会”。

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

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

希望。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在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明确从进攻大城市转

为向农村进军，实行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政策，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的

全面内战，领导广大军民逐步由积极防御

转向战略进攻；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

期，我们党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审时度

势调整外交战略，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

略，不断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

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

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

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制定了到

二十一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提出和平与发展

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我们党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明

确要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

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

大梦想，提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提出统筹推进“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提出一系

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

不挠，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解放思想、锐意

进取，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书写了中华民

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党的百年

奋斗历程充分证明，党总是能够在重大历

史关头从战略上认识、分析、判断面临的重

大历史课题，制定正确的政治战略策略，这

是党战胜无数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

胜利的有力保证。

坚强的领导，来源于正确的领导；正

确的领导，来源于正确的决策。党的十八

大以来这些年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

中极不寻常、极不平凡。党面临形势环境

的复杂性和严峻性、肩负任务的繁重性和

艰巨性世所罕见 、史所罕见。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

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台一系列重大

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

系列重大工作，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

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

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

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

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彰显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党心军心民心空

前凝聚振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

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

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

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飞跃。实践充分证明，重大历史关头，重大

考验面前，党中央的判断力、决策力、行动

力具有决定性作用。百年党史给我们的一

个重要启示就是，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核

心、全党的核心是党在重大时刻凝聚共

识、果断抉择的关键，是党团结统一、胜利

前进的重要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是一个大

党，领导的是一个大国，进行的是伟大的事

业，要善于进行战略思维，善于从战略上看

问题、想问题。”战略是从全局、长远、大势上

作出判断和决策，正确的战略需要正确的

策略来落实，策略是在战略指导下为战略

服务的。战略和策略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要

把战略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

来。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

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目标，同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

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前进道路

上仍然存在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各种风

险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强化战略思维，保持

战略定力，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

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把谋事

和谋势、谋当下和谋未来统一起来，因应情

势发展变化，及时调整战略策略，牢牢掌握

战略主动权，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

创造性。各地区各部门确定工作思路、工作

部署、政策措施，要自觉同党的理论和路线

方针政策对标对表、及时校准偏差，党中央

作出的战略决策必须无条件执行，确保不

偏向、不变通、不走样。

一百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统一思

想、统一步调、团结一致向前进，之所以能

够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和辉

煌成就，就在于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指

导，高瞻远瞩、见微知著，既解决现实问题，

又解决战略问题，准确判断和把握形势，

制定切合实际的目标任务、政策策略。在

新的伟大征程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放

眼全局谋一域、把握形势谋大事，坚持正

确的政治战略策略，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

落到实处，奋力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

新的历史伟业！

（新华社北京 1 月 14 日电 载 1 月

15日《人民日报》）

高度重视战略策略问题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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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德武陵支行对下
列逾期债务予以公告催收，请有关债
务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日内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德武
陵支行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本付
息义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罚
息、复利、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利息、

罚息、复利按借款合同、判决或中国
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或承担相应
的担保责任。如债务人因各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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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月 15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德武陵支行

债务催收公告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债务人
名称

何晓霞
雷菊芳
黄文军
张小枝
罗绍新
蒋玉莲
张 晔
何威武
李小琼
刘正霞
张俊玲
蒋春美
代云军
周姸君
娄长春
徐 霞

身份证

500103*********128
430725*********062
432401*********018
432426******010
430725*********114
432401*********027
430981*********330
432421*********511
430726*********727
432401*********049
432401*********02X
432401*********049
430722*********63X
430702*********02X
432401*********011
430702*********049

本金余额

3999.96
32000
18200

9384.23
28102.93
29881.35
38498.24
78149.25
55283.54
31190.25
37379.79
47805.6

49630.74
47263.33
44866.2

20515.84

利息

1448.59
11183.54
6187.11
4313.81

11285.97
3388.03
7105.01

391277.02
18506.98
5138.69
3123.73
4934.89
5824.98
5291.23

15610.34
2718.66

下列债务数据截至 2022 年 1 月 6 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债务人
名称

李 燕
高艺山
王明福
周传家
杨 健
涂绪民
蒋 进
王碧波
伍华阳
陈 清
何正伟
刘 峰
刘 辉
张一飞
熊 明
邹立红

身份证

430702*********025
350524*********532
430725*********056
430423*********815
430281*********613
430703*********971
430703*********859
522726*********021
432401*********012
430703*********010
510225*********153
430725*********055
430721*********915
420281*********230
430703*********019
430722*********688

本金余额

29972.16
49396.77
20392.61

245838.91
23325.87

189996.71
34473.2

21082.63
98485.3

23816.72
20236.77

203284.91
46905.45
59761.26
29973.98
35312.91

利息

3745.37
17996.11
3824.09

49268.85
3298.15

125944.87
5104.46
4315.22

0
3621.82
9463.94

42102.88
3250.15

16055.51
2467.69
2512.91

超6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中国外贸如何高开稳走

2021年 12月 5日清晨，海南自贸港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新华社发

海关总署 14 日发布数据，2021 年，

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9.1万亿元，

同比增长 21.4%，规模再创历史新高。

如果以美元计价，这个“新高”可能

更加直观。2013 年，我国外贸额首次达

到 4万亿美元。而在过去的一年之内，外

贸额连续跨过 5万亿、6万亿美元两大台

阶，达到 6.05万亿美元的历史高点。单从

增量看，2021年就达到1.4万亿美元。

“2021 年我国外贸表现可以说成

绩显著。”商务部研究院对外贸易研究

所所长梁明说，以 2020 年的基数来算，

1.4 万亿美元的外贸额增量相当于全

球第四大贸易国的外贸体量。

横向看，根据最新数据测算，2021

年前三季度，我国出口国际市场份额

为 14.9%，同比提升了 0.6 个百分点；进

口 国 际 市 场 份 额 为 12.1%，同 比 提 升

0.5 个百分点。

把视野拉长，2001 年中国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以来，20 年间，我国外贸实

现了跨越式发展。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

司司长李魁文给出这样一组数据：从

2001 年 的 4.22 万 亿 元 起 步 ，2005 年 、

2010 年、2018 年我国外贸额分别突破

10 万亿、20 万亿和 30 万亿元关口，到

2021 年接近 40 万亿元。全球市场份额

占比从 2001 年的 4%大幅提升至 2021

年前三季度的 13.5%。

不只是量增，我国外贸在过去一

年里也实现了质的稳步提升。

——贸易伙伴更多元。2021 年，我

国与东盟、欧盟、美国、日本和韩国等

前五大贸易伙伴进出口额均实现稳定

增长。与此同时，我国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进出口增长 23.6%，比整体增速

高出 2.2 个百分点。

——贸易方式再优化。过去一年，

意味着产业链更长、附加值更高的一

般贸易进出口达到 24.08 万亿元，增长

24.7% ，占 我 国 外 贸 总 值 的 比 重 达 到

61.6%，提升 1.6 个百分点。

——市场主体更活跃。2021 年，我

国有进出口实绩的企业数量为 56.7 万

家，增加 3.6 万家。其中，民营企业进出

口 19 万亿元，增长 26.7%，占我国外贸

总值的 48.6%，比重提升 2 个百分点，活

力进一步增强。

——新业态蓬勃发展。跨境电商、

市场采购贸易等新业态新模式成为稳

外贸的“轻骑兵”。2021 年，我国跨境电

商进出口 1.98 万亿元，增长 15%；市场

采购贸易出口 9303.9亿元，增长 32.1%。

外贸再攀高峰的同时，也要看到，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

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外贸面临的不

确定不稳定不平衡因素增多。

梁明认为，在 2021年已然相当高的

基数下，2022年不应过多注重同比的高

增速，而应聚焦外贸整体上的稳定增长。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

好跨周期调节进一步稳外贸的意见》，

围绕助企纾困特别是扶持中小微外贸

企业，努力保订单、稳预期，提出 15 条

政策措施。

商务部、海关总署等部门相关负责

人表示，将落实落细意见要求，继续深

化“放管服”改革，优化口岸营商环境，

促进助企纾困、恢复发展，更大激发外

贸市场主体活力和发展的内生动力。

专家学者也为广大外贸市场主体

支招，1 月 1 日起，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RCEP）生效，全球最大的自

由贸易区正式启航，企业可抓住机遇，

不断开拓新兴市场。

（据新华社北京1月 14日电）

伍灸灸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 1月 12日

首度承认，他曾在 2020年 5月违反新冠

防疫规定参加酒会。“我表示诚挚的歉

意”，约翰逊说，自己当时认为那是一场

“公务活动”，参加酒会是为了感谢身边

工作人员在疫情期间的付出。

然而，约翰逊所在保守党部分成

员以及反对党对约翰逊的致歉并不买

账，要求他引咎辞职。

约翰逊政府多次曝出防疫丑闻。2020

年3月27日，约翰逊宣布确诊感染新冠病

毒当天，他的时任高级顾问多米尼克·卡

明斯作为密切接触者，却公然违反“居家

令”，驱车几百公里前往父母家中。让公众

惊愕的是，带头违反“居家令”的卡明斯，却

正是“居家令”的制订者之一。

携手抗击前所未见的新冠病毒，是

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各个国家和

地区的防疫举措不尽相同，但多数时候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果用中国“上梁

不正”的俗语来形容今日英国的某些政

客，可以说毫无“违和感”。

首相带头违反新冠防疫规定，其高

级顾问更是亲自破坏自己参与制定的防

疫政策，如此“不正的上梁”，显然很难带

领国民取得好的防疫成效。1 月 4 日，英

国报告过去 24 小时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超过 21.8 万例，首次突破 20 万例，刷新

最高纪录，累计确诊超过 1349 万例。作

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英国新冠

确诊病例位居世界前列，实在令人瞠目。

上梁不正下梁歪天下 微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