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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你乘直升机坐房车，免费游湘西
湖南旅博会18日启幕，跟团游、自驾游、直升机体验等活动开始招募
“我知道你会来，所以我等。”湘西赤子
沈从文说。神秘美丽的湘西，在建州甲子之
年，终于等来了旅博会。
记者了解到，9月18日至21日，2017中
国湖南（第八届）旅游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
“
旅博会”） 将在湘西自治州吉首市举行。本
届旅博会以“锦绣潇湘 神秘湘西”为主题，由省旅游发展委员会、湘西州人民政府、湖南日报社共
同主办。目前，跟团游、自驾游、直升机体验等活动已启动招募。
■记者 孟娇燕 梁兴

首次移师湘西，助力旅游扶贫

连线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
南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调研时， 首次提
出了精准扶贫思想。 今年恰逢湘西建州
六十周年，为更好促进湘西发展，本届旅
博会特选址湘西吉首。
“我们将利用旅博会这个平台，为湘
西地区聚集信息、资金、人才等资源，加快
湘西乃至大湘西地区脱贫攻坚。” 省旅发
委副主任高扬先介绍，旅游扶贫将深入融
入到本届旅博会之中。
本届旅博会将举行首届武陵山旅游
发展高峰论坛、“湘西有礼” 旅游商品评
选、 湘西旅游产业推介暨湘西重点项目
签约仪式等活动，助力湘西发展。
高扬先表示， 结合湘西州建州六十周
年举办旅博会，必将使两者相得益彰，进一
步扩大湘西州和旅博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首设装备展区，聚焦旅游产业
本届旅博会，旅游装备作为单独展区
亮相， 这是湖南首次规模性地推介旅游
装备制造业。展会期间，主办方还将举办
湖南旅游装备制造业论坛。
本次展会总面积约2万平方米，分为
三大展示区：特装展示区、旅游扶贫展示
区、旅游装备展示区。其中，特装展示区
设特装展位1+1+8+13个，2个“1”分别为
湖南主题馆、湘西州主题馆；“8”是湘西
州8个县市主题展馆；“13”是湖南省其他
13个市主题馆。
为更好地推介湖南旅游，旅博会现场
还将连续三天举行八场专场推介会，推介
各县市旅游商品、旅游成果和旅游项目。

首聚超强互动，飞机房车精彩登场
值得游客期待的是，本届旅博会将是
“史上活动最丰富的旅博会”。一系列互动
活动将举行，如房车游、自驾游、跟团游
等。现场还特设了VR等智慧旅游科技专
区，主办方从天门山特邀直升机参展，而
由快乐车行派出的房车车队也将组团出
现在旅博会现场。
此外，9月19日至21日三天， 主办方
与湘西各旅游景点合作， 送出万张免费
门票， 组织自驾游队伍和组团游等队伍
到湘西旅游体验。

食餐会明日开幕
千种美食等你尝
本报9月12日讯 由
商务部联合长沙市政府
举办的2017中国食品餐
饮博览会 （以下简称食
餐会）将于9月14日至17
日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
举行。 记者今天从组委
会获悉， 本届食餐会设
立4大展馆，9个 专 业展
区和1个同期展会，不仅
在展品范围上更加全
面， 还与食品上下游产
业相互关联， 使博览会
成为一个贯穿食品行业
全产业链的商务平台。
此前， 商务部决定，
到2020年以前， 该项博
览会每年在长沙举办一
次。本届食餐会上，市民
可在现场品尝到来自全
球的超过1000种美 食。
澳大利亚、泰国、俄罗斯
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展
区前，来自当地的厨师将
现场烹饪特色美食供观
众品尝。台湾展团将在现
场开设美食摊，提供虾扯
蛋、鱿鱼煎等美味。长沙
本地餐饮品牌火宫殿、食
在不一样、蒸浏记等也不
甘示弱，会在现场推出最
新的美食菜肴。全国24个

提醒

省（市、自治区）参展，其中
山西有老醋、小米、铜器等
产品， 贵州带来了菌类、调
味品类等；西藏带来了藏红
花、冬虫夏草、松茸等纯天
然原生态的藏家食药材。
本届食餐会将举办22
场同期活动， 包括高峰论
坛、系列主题馆日、采购对
接会等， 在推动行业发展
的同时， 也给与会者带来
巨大商机。
第二届中国食品工业
互联网峰会、 中国食品餐
饮业创新发展大会、 中国
国际咖啡产业高峰论坛等
邀请了国内众多商界和行
业大咖， 就食品工业的未
来生产、 互联网技术及智
能装备与信息化融合等议
题展开讨论。此外，贵州绿
色优质农产品长沙推介
会、 湖南省零售行业采购
对接会分别由两地政府主
导， 组织相关企业和商家
进行面对面的洽谈。
另外， 喜欢咖啡的朋
友不要错过了中国咖啡师
技能大赛(总决赛)，在现场
还可以免费品尝和观看最
新的咖啡技艺。
■记者 刘璋景

可乘坐免费巴士观展

开展期间，长沙市内有指定的穿梭巴士到长沙
国际会展中心，每天早上9:30准时发车，数趟接驳
车来回接送，观众可免费乘坐。
线路1

高桥大市场(马王堆加油站)——
—长沙国
际会展中心。

线路2

从黄兴路步行街南南门口——
—长沙国
际会展中心。

刺葡萄串起脱贫“珍珠链”
9月12日，中方县桐木镇大松坡村蒲海刺葡萄种植示范基地，游客在
采摘葡萄。中方县刺葡萄种植户中有贫困户527户、1844人，刺葡萄每年
为贫困户人均创收2300余元。
记者 徐行 摄影报道

菜篮子监测

部分秋菜开始上市
长沙蔬菜价格稳中趋降
本报9月12日讯 受前段
时间高温伏旱天气和蔬菜换季
的影响， 长沙市蔬菜价格迎来
阶段性上涨， 随着气温回落和
本地秋季蔬菜陆续上市， 本周
长沙菜价稳中趋降。 据业内人
士预测，随着秋菜陆续上市，近
期长沙菜价或将缓慢回落。

快，秋黄瓜、秋豆角等秋季蔬菜开
始陆续上市，价格稳中趋降。据长
沙市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显
示，本周，长沙蔬菜类零售均价为
3.34元/斤，环比下跌1.21%；监测
的15个蔬菜品种5涨10跌。

5涨10跌！
不少蔬菜价格回落

精瘦肉每斤售价15至16元、
排骨20元/斤、 鸡蛋每斤售价5.5
至6元……今天， 在沙湖桥菜市
场， 记者看到肉蛋身价仍在涨。
据了解， 虽然中元节已经过去，
祭祀等习俗对猪肉消费的影响
逐渐消退，但接下来的“双节”对
猪肉的需求仍有较大的提振作
用，猪肉零售价格呈持续上扬走
势。据监测显示，本周监测的长
沙市场上肉蛋类零售均价为
23.94元/斤，环比上涨0.21%。
吃鱼仍比较实惠。 本周，长
沙水产市场供应量充足，价格基
本保持稳定状态。 监测显示，长
沙 水 产类 零 售 均 价 为 14.04 元 /
斤，环比下跌0.09%。其中草鱼和
鲫鱼零售均价较上周分别下跌
0.58%和1.52%，为每斤8.62元和
9.75元。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陈静宇

今天， 记者在长沙沙湖桥
菜市场及部分蔬菜店看到，不
少蔬菜价格有所回落。 在伍家
岭一家大型超市，空心菜、小白
菜、红苋菜等叶菜纷纷回到“
2元
菜”行列，售价都为2.98元/斤，
但生菜、 油麦菜仍不便宜，要
4.98元/斤。此外，瓜菜价格也下
降， 如苦瓜从6元/斤降至3.98
元/斤，丝瓜也从5元/斤降至2.5
元/斤。
在蔬菜摊位前， 肖女士挑
了四条丝瓜，她说“白丝瓜放二
三天也不坏， 最贵时六块多钱
一斤， 现在便宜多了， 而且很
嫩，清炒、做汤都好吃。”
本周， 长沙市天气逐渐转
凉，温度适宜，蔬菜生长速度加

肉价持续上扬

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
省分公司与古丈县财源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
债务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
古丈县财源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现以公告
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 请债务人和相应担
保人或债务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古丈县财源开
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履行还款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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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债务人
借款合同编号
湖南省古丈顺杰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433108101）农银借字（2004）第011号
湖南省古丈顺杰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433108101）农银借字（2004）第013号
湖南省古丈顺杰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古）农银借字43101200400005205
湖南省古丈顺杰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古）农银借字43101200400005252
湖南省古丈顺杰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古）农银借字43101200400005402
湖南省古丈顺杰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古）农银借字43101200400005811
湖南省古丈顺杰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古）农银借字43101200500004216
湖南省古丈顺杰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古）农银借字43101200500004324
湖南省古丈顺杰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43101200600000363）农银借字（2006）第001号
湖南省古丈顺杰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币种 截至基准日2017年6月30日债权总额 其中：本金
抵押人
人民币
237.92万元
100万元 湖南省古丈顺杰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人民币
238.82万元
108万元 湖南省古丈顺杰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人民币
261.71万元
110万元 湖南省古丈顺杰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人民币
261.71万元
110万元 湖南省古丈顺杰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人民币
285.51万元
120万元 湖南省古丈顺杰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人民币
190.34万元
80万元 湖南省古丈顺杰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人民币
237.92万元
100万元 湖南省古丈顺杰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人民币
404.47万元
170万元 湖南省古丈顺杰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人民币
176.91
80万元 湖南省古丈顺杰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人民币
2.57万元
80万元 湖南省古丈顺杰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古丈县财源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9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