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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长沙

办事处、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

事处与长沙市商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长沙市商业

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已依法受让下

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

曾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

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

的承继人向长沙市商业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根据长沙市

政府长办发[2014]27 号、长沙市国资委

长国资改革[2016]47 号文件和长沙市

政府长政函[2016]15 号文件精神，长沙

市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依法受

让下列借款人债权权利。

经长沙市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

公司授权，由长沙市国有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代为行使其全部债权人权利，

下列债务人、担保人或债务人、担保人

的承继人应向长沙市国有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履行债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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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长沙市国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催收。

联系人：陈女士

邮编：410008

地址：长 沙 市 开 福 区 浏 阳 河 路

412 号

联系电话：13319559182

邮箱：1045079059@qq.com

2022年 2月 13日

长沙市国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催收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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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名称
长沙天霸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海天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长沙维力置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市汽车电器厂西南实业开发公司
湖南省望城锌品厂
长沙市深湘天然植物调味品厂
长沙市第三纺织厂
长沙市来来经贸公司
海南省汇富房地产开发公司长沙公司
湖南省浏阳市银宇公司
湖南省宁乡县水泥二厂
长沙帝都酒店有限公司
长沙市宏生经贸公司
长沙金欣物业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市金汽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三胞房地产置业发展公司
长沙市湘跃工矿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市渔阳房地产开发公司

长沙星海房地产开发总公司
长沙市华侨旅游侨汇公司
长沙金鹰包机有限公司
长沙品亮工艺品有限公司
中国机电设备长沙公司
中国机电设备长沙公司
长沙市服装工业公司
长沙市服装工业公司服装市场
湖南省二轻家电五金公司
湖南省成套设备租赁联营公司
长沙新康建筑工程公司
宁乡县花明楼区中心财政所
宁乡县双凫铺区中心财政所
宁乡县坝塘镇财政所
宁乡县黄材水泥厂
宁乡县黄材区中心财政所
长沙起动器厂

债权本金（元）
10782700
1500000
5015000

71000
2810912
790000

3800110.39
1325000
3000000
120000

16663853.35
2000000
1400000
4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510655.63

5000000
1600000
1200000
2400000

21394772
9536155
2380000
1500000
350000

8290000
331472.35

100000
100000
80000
70000

100000
70000

担保人

长沙广源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市汽车电器厂
湖南省望城县白沙湖炼锌场
湖南省保险公司国外业务部
长沙市纺织品工业公司
湖南金宇国际贸易公司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勘察院

宁乡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宁乡县工业局担保，宁乡县铸钢厂
长沙市金属材料厂总公司
长沙中山出租车队
湖南京电技术发展公司，海南省汇富房地产开发公司长沙公司
长沙市南区城市信用合作社
长沙市三胞企业公司
湖南省南方物业总公司
湖南省人防建筑装饰工程公司、长沙市台联实业公司、万顺（湖南）置业发展有
限公司（抵押人）、湖南省人防办公室（担保人）

凤凰雪茄烟厂
湖南兴湘织带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工艺品进出口公司、中国机电设备中南公司
中国机电设备中南公司
长沙市纺织工业局、长沙市人民政府、长沙服装城、长沙锦纶厂
长沙市服装工业公司
湖南省二轻工业局
湖南省机械设备成套局
望城县建筑市场管理站

宁乡县黄材镇人民政府财政所
湖南省宁乡县铁冲水泥厂
长沙东区韭菜园办事处财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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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名称
湖南省贤达实业发展总公司
望城县白若建筑工程公司
湖南省大龙经贸公司
长沙市建筑机械设备租赁联合公司
望城县太平水泥厂
湖南省食品工业技术开发总公司
湖南省宁乡汽车运输公司
宁乡县煤炭坝镇工业办
湖南直田量具厂
宁乡县洪仑山乡嶂山村村民委员会
湖南药业销售公司
长沙市特利石化气体公司
国营金盆农场
国营茶盘洲农场
湖南省储备物资管理局
湖南航天珠江仪器厂
长沙富达实业开发公司
望城县丁字建筑工程公司
长沙新城热电厂
湖南省华容县协民纺织厂
长沙菲达汽车贸易公司
长沙合众物业发展公司
长沙市东区中亚信息产业公司
长沙名仕俱乐部
长沙市建安房地产开发公司
长沙市宏丰工贸公司
长沙市物资集团公司
长沙市食品公司
长沙糖酒副食品批发公司
长沙市食品一厂
长沙市南门口百货大楼
长沙饭店有限公司
长沙工矿综合公司长沙砚瓦池商场
长沙市楚云饭店
长沙吉申百货公司

债权本金（元）
800000

1490000
1500000
2180000
850000

1929547.41
120000
120000
67440

200000
520000

425829.94
476530
827005
40000

6000000
150961.5

500000
19500000

900000
8800000
5566334
800000

346245.19
11672401.69

2000000
1100000

48710000
5000000
300000

5900000
1800000
1350000
1830000

12840000

担保人
湖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
望城县白箬乡企业公司、广州军区驻湖南省物资站
湖南省机械设备成套局
长沙市建筑工程管理局
望城县太平建筑工程公司、望城县太平乡财政所
长沙颜料化工厂
宁乡县交通局

宁乡县直田乡人民政府财政所
宁乡县洪仑山乡人民政府财政所
湖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湖南天康药业公司、湖南麓山天然植物制药有限公司
长沙市东区信托投资公司
益阳地区农场管理局
益阳地区农场管理局
湖南三峡经济发展公司
航空航天工业部湖南航天管理局
湖南物资产业集团润达国际贸易公司
湖南省建湘房地产开发公司

华容县税务局
长沙菲达礼宾用车信息服务中心
长沙银禧经济开发公司
湖南省信达实业公司
长沙名仕俱乐部
长沙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湖南省石油化学工业总公司

长沙市服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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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 12日电 北京冬奥

会各项赛事正在进行，精彩比赛给运动

员和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多国人士表示，

体育不应受政治偏见干扰，北京冬奥会

的成功举办消除了体育政治化的杂音，

体现了奥林匹克运动团结友爱的精神，

表达了人类追求和平的共同愿望。

奥运将各国人民团结在一起

土耳其滑雪协会主席阿塔坎·阿拉

夫塔吉尔表示，在北京冬奥会上，运动

员们在体育层面上竞争，赛后拥抱、致

意，这是一种美好的场景。体育应专注

于团结、友谊，不应被政治偏见侵扰。

北京冬奥会法国代表团团长、法国

冰上运动协会主席佩沙拉说，各国运动

员来到北京，就像重聚在一起的家人，

参加一场全人类参与度广的冬季体育

盛会。体育对未来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希望体育成为各国人民沟通的纽带。

国际奥委会委员、匈牙利前总统施

米特·帕尔非常欣赏北京冬奥会“一起

向未来”的口号，认为奥运关乎和平而

非政治，奥运会将运动员们团聚在一

起。人们团结在一起，一起向未来，这才

是最重要的。

埃及奥委会秘书长谢里夫·埃里安

表示，将奥运会政治化是冷战思维。现代

奥运会超越了国别、肤色、民族、宗教、意

识形态等界限，将全世界联接在一起，以

奥运会为代表的国际体育交流已成为人

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友谊之桥。

体育政治化违背《奥林
匹克宪章》精神

国际奥委会副主席黄思绵表示，将

奥运会政治化不会有任何结果，反而会

影响为奥运会付出多年甚至一生努力

的运动员。他说，相信奥运会可以搭建

一座桥梁，而不是成为一堵墙。

在国际奥委会委员、哥斯达黎加前

总统劳拉·钦奇利亚看来，体育能够帮助

消除分歧、维护平等。奥运会不应成为搞

政治操弄的舞台，将奥运会政治化的做

法会给这一全球体育盛事带来风险。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撰文说，将奥运

会政治化，真正的受害者是为此准备很

久的运动员。他指出，任何利用冬奥会

向中国施压的企图都将以失败告终。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

席久加诺夫表示，几个世纪以来，体育

一直帮助各国人民相互靠近、和睦相

处。把体育当作政治施压武器的做法违

背《奥林匹克宪章》精神，不可接受。

乌兹别克斯坦冬季体育协会执行

董事胡尔希德·尤努索夫认为，将体育、

奥运会政治化是错误、不可接受的，应

将运动员的利益和权利放在第一位。

北京冬奥会体现人类和平愿望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体育

应远离政治。“一起向未来”的口号反映

了人类追求和平的愿望。北京冬奥会完

全遵循奥林匹克精神。

津巴布韦奥委会主席塔巴尼·戈涅

认为，北京冬奥会的举办是团结全世界

的契机，他反对一些西方国家将奥运会

政治化。戈涅表示，体育和政治不应混

为一谈。相关国家应把重点放在参赛运

动员身上，帮助他们在北京赛出好成

绩。抛出与体育无关的议题，只会对运

动员产生不利影响。

博茨瓦纳奥委会主席博桑·詹尼果

表示，体育赛事不应是操纵政治议题的

平台。他代表博茨瓦纳及非洲奥林匹克

运动组织共同支持北京冬奥会。

日中友好协会顾问西园寺一晃、协

会理事八木章联合撰文指出，奥运会是

和平、友好和团结的体育盛典。人们通过

体育运动跨越民族、国家、政治体制、宗

教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欢聚一堂，并通过

加深友好达到实现和平相处的愿望。北

京冬奥会成功举办，这是奥运精神的胜

利，也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胜利。

肯尼亚国际问题学者卡文斯·阿德希

尔撰文说，体育能够弥合不同历史、文明

和意识形态间的分歧，增进国家间友好和

全人类团结。将奥运会变成意识形态和地

缘政治竞争舞台的企图与奥林匹克精神

背道而驰，不得人心。预祝北京冬奥会取

得圆满成功，奥运精神必将取得胜利。

今年寒假，与以往的假期相比，石

家庄市五年级学生冯梓涵的生活格外

不同。

“作业变少了，还不用上课外班，网

络游戏有时间限制，我也不用再惦记

了。几乎每天都跟着表哥去附近的公共

篮球场打球。”冯梓涵说。

记者翻看冯梓涵制定的每日、每周

作息时间表，看到周五、周六、周日晚上

是他玩游戏的时间。在这三天内，平时

晚上安排的读书、背诗、家务等任务他

都会提前在白天完成。看起来，冯梓涵

在有“游戏时间”的三天里反而比平时

要忙碌。

2021 年 8 月，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

《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 切实防止未成年

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对未成年人游

戏时间做出严格缩减，要求所有网络游

戏企业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及法定节

假日每日 20 时至 21 时向未成年人提供

1 小时服务，其他时间均不得以任何形

式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

记者在石家庄走访时，不少中小学

生家长表示，新规定不仅缩短了孩子玩

游戏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让孩子在其

他时间里彻底“断了念想”。

三年级学生家长王淼说，自己其实

并不反对孩子接触游戏，但感到可怕的

是游戏给孩子带来的视听刺激和心理

满足会占据他太多精力。

“以往孩子心里总惦记着玩游戏，

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现在在不能玩

游戏的时间里，孩子写作业、做事情比

过去专心、认真了许多。”王淼说。

同时，石家庄市区内不少体育培训

机构、公共运动场所负责人表示，寒假里

参加运动的孩子比过去明显增多。“经常

十几个孩子一起约场地打球。”石家庄市

裕华区一名小型篮球场负责人说。

当然，也有学生坦言，玩游戏的时

间虽然大大减少，但是对网络游戏的热

情一时难以消退。看游戏解说、游戏直

播、研究攻略也是自己排解“游戏瘾”的

一种方式。

“有的同学会用家长的身份证注

册，一般央求爷爷奶奶成功率高。网上

也有人卖‘破解版防沉迷软件’，可以将

限制游戏时间的程序破解。”四年级小

学生崔熙彦说。

为破解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难

题，各地各部门相互配合牢牢“筑起”防

线。北京、上海“扫黄打非”部门对不履行

实名验证的网络游戏运营商作出行政处

罚；江苏查办南京“9·30”非法出租游戏

账号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40 余名；河北

检察机关今年 1 月 17 日至 3 月 1 日开展

专项活动，通过公益诉讼监督，及时查处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设置电子游

戏设备的游艺娱乐场所违规接待未成年

人问题，并通过向文化行政部门制发诉

前检察建议，推动问题场所治理。

腾讯未成年人保护体系负责人郑

磊表示，腾讯依托公安权威数据平台严

格管理未成年账号，针对孩子“冒用”成

年人身份绕过监管的问题，采取金融级

别人脸识别验证。

“针对体量更大的头部游戏，采取

更严格的人脸方案，例如：对 55 岁以上

实名用户，在夜间游戏每次登录都需要

人脸识别，防止未成年人‘冒用’家长账

号或设备；同账号如果在多设备频繁使

用，也会触发人脸识别，降低第三方租

号的利用率。”郑磊说。

河北省家庭教育专家陈辉表示，今

年寒假，自己接待了几例青少年沉迷网

络游戏的案例，最大的感受是尽管各地

各部门、各大互联网公司都在努力破解

这一难题，但事实上，家庭教育才是最

不可缺失的重要阵地。

“很多沉迷问题的根源是孩子的娱

乐放松需求与自我价值感需要得到满

足。许多孩子表示自己沉迷游戏的原因

是可以逃避现实，逃避不理想的家庭、

学校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家长必须要

担负起亲子联结、充实孩子生活的重要

任务，而不是一味交由社会、长辈。”陈

辉建议。

（据新华社石家庄2月 12日电）

网络游戏新规后，孩子寒假变了吗

过去一年多来，我国部分

地区曾先后报道新冠病毒通

过 冷 链 传 播 ，引 发 疫 情 的 情

况。新冠病毒在物品上能存活

多长时间？如何防止疫情通过

冷链传播？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一级巡

视员贺青华介绍，新冠病毒在

物品表面不会增殖，在常温条

件下短时间内会降解失去感染

活性，但低温、潮湿、密闭和病

毒浓度高等条件可能延长病毒

在物体表面存活的时间。

为 防 止 新 冠 病 毒 通 过 冷

链传播，有关部门多次明确，

要坚持预防为主，人、物、环境

同防，落实“四早”要求，做好

重点行业风险人群排查，及时

发现排除风险隐患。

在人员防控方面，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近日印发的《冷

链食品生产经营新冠病毒防

控技术指南（第二版）》明确，

冷链食品生产经营者要做好

员工 14 日内行程及健康状况

登记，建立上岗员工健康卡，

新入职的员工需出具已接种新冠病毒

疫苗证明、48 小时以内核酸阴性证明，

健康码、行程码无异常。同时，高风险岗

位人员应实施高频次核酸检测。

在物品防控方面，近日印

发的《冷链食品生产经营过程

新冠病毒防控消毒技术指南

（第二版）》（以下简称消毒技

术指南）也给出了明确规定：

对来自新冠肺炎疫情高风险

地区（国家）的冷链食品原料

和半成品进入企业或者入库

前 ，应 当 对 其 外 包 装 进 行 严

格、有效消毒。运输冷链食品

过程中严禁开箱、倒货，确有

必要开箱、倒货的要按照相关

要求进行消毒。

在环境防控方面，消毒技术

指南要求，要加大对冷链食品原

料加工处理各环节生产车间环

境、即食和熟食食品各生产环节

车间环境、储存冷库等高风险区

域的消毒频次。此外，人员频繁

接触的方向盘、车门把手、移动

设备等最有可能被病毒污染的

表面，均要定期消毒。

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部门

要求食品生产经营者对进口冷链

食品实行专用通道进货、专区存

放、专区销售，认真查验核酸检测

证明、检验检疫合格证明和消毒证明。对没

有上述证明以及没有追溯信息的进口冷链

食品一律不得采购、生产加工和上市销售。

（新华社北京2月 12日电）

新华社北京 2月 12日电 记者从国

家药监局获悉，国家药监局根据药品管

理 法 相 关 规 定 ，按 照 药 品 特 别 审 批 程

序，进行应急审评审批，11 日附条件批

准辉瑞公司新冠病毒治疗药物奈玛特

韦片/利托那韦片组合包装进口注册。

该药物为口服小分子新冠病毒治

疗药物，用于治疗成人伴有进展为重症

高风险因素的轻至中度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患者，例如伴有高龄、慢性肾脏疾

病、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慢性肺病等重

症高风险因素的患者。患者应在医师指

导下严格按说明书用药，使用中应高度

关注说明书中列明的与其他药物相互

作用信息。

国家药监局要求上市许可持有人

继续开展相关研究工作，限期完成附条

件的要求，及时提交后续研究结果。

我国应急附条件批准辉瑞公司
新冠病毒治疗药物进口注册

新华社华盛顿2月11日电 美国总统

拜登 11 日就所冻结的阿富汗中央银行

在美资产签署行政令，计划将其中一半

资产用于赔偿“9·11”恐怖袭击事件受

害者。阿富汗塔利班方面随即对此行政

令表示谴责。

根据白宫针对这项行政令发布的

说明，拜登要求将阿富汗央行约 70 亿美

元 的 在 美 资 产 均 分 ，一 半 将 作 为 赔 偿

“9·11”事件受害者的资金来源，另一半

则转移至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一个账

户，用于帮助“阿富汗人民”，同时明确

表示这些资产不会交还塔利班。

白宫称，许多“9·11”事件遇难者家

属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提起索赔诉讼，

寻求从阿富汗央行在美资产中获得赔

偿金，拜登政府支持相关诉求。

阿富汗塔利班驻多哈政治办事处

发言人穆罕默德·纳伊姆 11 日谴责美国

“窃取”阿富汗人民的财产。纳伊姆在社

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窃取阿富汗人民被

冻结的资产表明美国“在人性和道德上

已堕落到最低程度”。

2021 年 8 月 15 日，塔利班武装进入

并控制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拜登政府随

即冻结了阿富汗央行的外汇储备。

“9·11”事件造成约 3000 人死亡，美

国 认 定 当 时 藏 匿 在 阿 富 汗 境 内 的“ 基

地”组织头目本·拉丹为幕后元凶，同年

对阿富汗发动“反恐战争”。去年 8 月 30

日，美军全部撤离阿富汗。这场美国历

史上最漫长的战争令阿富汗生灵涂炭，

累计有 3 万多名阿平民被美军杀死或因

战乱丧生，约 1100 万人沦为难民。

美公布冻结阿富汗资产使用计划
拟将其中一半用于赔偿“9·11”恐怖袭击事件受害者

消除体育政治化杂音 促进人类团结友爱
——北京冬奥盛会获多国人士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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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16 日

在国家速滑

馆“冰丝带”

外拍摄的中

国空间站过

境 照 片（轨

迹为多张照

片堆栈）。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