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2月27日讯 长沙望城
区将再添一所名校了！记者今日从
望城区获悉，该区已与雅礼中学举
行合作办学签约仪式，双方将在丁
字湾街道共同打造九年一贯制公
办学校———雅礼丁江学校。

该校用地面积160亩、 总规模
120个班，其中小学部计划于2018
年秋季开学。这既是望城与雅礼中
学首度牵手，也是望城河东片区首
次迎来名校资源进驻，将加快推进
望城教育高位均衡发展。 据介绍，

合作办学期间，学校行政上隶属于
望城区教育局，业务上交由雅礼中
学统一管理，由双方互派成员组成
校务委员会，负责对学校发展和日
常事务进行决策、管理。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喻玲 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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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8日

担保合同编号
362014023985、362015023015、
362015023012、362015023013、
362016023340、362015023014
362013023387、362014023404、
362013023391、362015023445、
362015023446、362015023447
362014110276、362014110278、
362014110272、362014110273、
362014110274、362014110275
362013240663、362013240962、

362015240270

借款合同编号

362015023031

362015023467

362015110119

362015240279
362015240797

借款人

湖南广信湘粤工贸有限公司

益阳森艺家具有限公司

湖南华盛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湘潭长城石业科技有限公司

原贷款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支行

序号

1

2

3

4

担保人

王涵璋、曹却非、张凌、
王棋、赵忠、戴莉

益阳森艺家具有限公司、
湖南森艺家具有限公司、练军、贺艳辉、聂斌、

黄琼、孙丽华、徐银秀
罗君伟、王泽、罗劲松、罗劲虎、

长沙华盛置业有限公司、长沙宇松实业有限公司、
何葵、潘红、胡正清、谭奕、李皓、陈琳琳

赖长江、苏连绵

根据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
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现以书面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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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公告

本报12月27日讯 今
天上午，由湖南省农学会、湖
南省园艺学会、 湖南省作物
学会等18个会员单位联合
发起的湖南省科协大农业学
会联合体（以下简称大农业
学会联合体）正式成立，特别
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
平、官春云、印遇龙担任名誉
主席。 在随后举行的乡村振
兴战略论坛上，袁隆平、罗锡
文、康绍忠、印遇龙、赵春江、
邹学校6位中国工程院院士
登台发表演讲。

据悉，为了贯彻国家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
战略，经省科协倡议，由我
省农科部分学会发起，联合
相关社会团体、科研机构、高
等院校、 涉农企业自愿共同
组建大农业学会联合体。其
总目标是“确保国家粮食安
全，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
在自己手中”， 以“自愿、平
等、合作，创新、共享、发展”
为原则， 紧密围绕农业农村
农民问题， 致力于发展绿色
农产品、优化生态环境、促推

消费升级。 大农业学会联合
体是非独立法人， 通过开展
大学科交流， 充分发挥学会
联合体平台集成优势， 开展
单个学会难以完成的重大评
估、承担政府转移职能、设立
农业科技奖项等工作， 为国
家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强大智
力和技术支撑。

“联合体会紧密围绕农
业农村农民问题，致力于发
展绿色农产品、优化生态环
境、促推消费升级。”据悉，
该联合体由省科协倡议，和
省农科部分学会共同发起，
联合全省相关社会团体、科
研机构、高等院校、涉农企
业共同组建。将来，联合体
还将重点建立“一库四平
台”， 即建立农业领域科技
创新智库，和高端国际学术
交流、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高端人才培养、农业科普服
务等四个平台，围绕农业农
村农民问题，发展绿色农产
品、优化生态环境、促推消
费升级。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余佳桂
本报12月27日讯 2018年国际

奥林匹克青少年智能机器人竞赛湖
南赛区选拔赛于12月23日-24日在
湖南一师范举行。 本次竞赛共有
1400名选手参加，盛况空前。此次选
拔赛由国际奥林匹克青少年智能机
器人竞赛中国赛区委员会、湖南省青

少年科技教育协会联合主办。
今年12月， 四方坪小学被认定

为长沙市青少年科学工作室， 并积
极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该校共有20
名孩子参加了此次竞赛， 并取得了
很好的成绩。校长浣润姣表示，现在
有了更多教育理念先进的家长，就

需要更多创新型的老师，学校在努
力创造条件，营造科技氛围，让孩
子能享受更好的科技教育，培养出
有创新能力的孩子。同时，更希望
通过教育和竞赛与国际接轨，建更
高更好的科技校园，让更多的孩子
走出国门。 ■记者 黄京

当前留学市场有何新趋势？如
何更好地选择留学中介？如何更顺
利地出国留学？记者从中信银行长
沙分行获悉， 该行将于2018年1月
12日下午在北辰洲际酒店二楼3号
会议厅举行《2018出国留学蓝皮
书》发布会，同时宣布推出上门签
证、优先送签、学费直缴等八大升
级服务，全方位服务留学家庭。

中信银行自2015年首创国内第
三方留学中介评价体系以来， 与国
际知名调研机构合作， 连续两年出
版《出国留学蓝皮书》。凭借对留学
市场客观公正的调查、分析与评价，
中信银行《出国留学蓝皮书》已经成

为中国留学家庭必备的参考读物。
《2018出国留学蓝皮书》由中

信银行出国金融专家团撰写，中信
出版社出版，美国睿达思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负责数据的采集、整理和
调研， 百度集团提供大数据支持。
其推出的2017年度留学中介综合
榜单前十名是：新东方前途、金吉
列、启德留学、澳际教育、新航道留
学、天道留学、新通国际、艾迪国
际、嘉华世达、津桥留学。

同时，书中创新性地增加了互
动二维码，读者可以通过扫描二维
码， 倾听留学生和家长的心声，让
这本《2018出国留学蓝皮书》变得

更加生动和立体。
在《2018出国留学蓝皮书》发

布当日，中信银行还宣布，针对留
学需求日趋多样化， 推出上门签
证、优先送签、学费直缴、外币薪金
煲、海外安全保障、全球实习等八
大升级服务，通过与优质资源跨界
融合，打造线上+线下、金融+非金
融的出国金融服务生态圈。

19年来，中信银行已为2000多
万留学、旅游、商务、移民及外籍人
士提供优质的出国金融产品和服
务，树立了“要出国，找中信”的良好
市场口碑。当前，“创造美好生活”已
成为国人共同的追求和祈盼。 中信
银行将秉承以客为尊的行训， 为广
大客户创造美好生活做出积极不懈
的努力。 ■彭姣 经济信息

近日，在由《每日经济
新闻》主办的第八届金鼎奖
颁奖礼暨2017中国金融发
展论坛上， 广发银行揽获
“金鼎奖” 两项大奖———企
业手机银行获“年度卓越手
机银行”大奖，广发银行资
产管理业务蝉联“年度卓越
资产管理银行”大奖。

“金鼎奖” 至今已经成
功举办了八届。“金鼎奖”评
选专门针对银行、 保险、信
托、 财富管理等领域而设
定，其评选过程严谨、科学，
通过多个维度考量该领域
机构在一年内的各方面表
现，甄选出优质标杆企业。

据悉，近年来，广发银
行“幸福理财”品牌社会影
响力不断提升。不论从产品
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为社会

创造的经济价值，还是同业
认可度方面，均得到监管机
构、业内媒体与广大客户的
充分肯定，2016年该行当选
“中国银行业协会-理财业
务专业委员会”常委单位。

移动服务爆发时代，广
发银行企业手机银行围绕
“掌上移动金融， 财务随机
掌握”品牌内涵进行产品功
能建设和延展，持续引入业
内先进技术手段，让用户全
面、及时和便捷掌握企业资
金情况，并且提供智能化分
析，从而为企业运营管理决
策提供科学依据，自广发银
行企业手机银行2016年正
式推出以来， 深受客户欢
迎，本年度金融交易规模即
将突破1000亿。

■肖华 经济信息

18个学会共建大农业联合体 湖南将建立农业领域科技创新智库

乡村振兴怎么干，“农业大咖”来支招

广发银行揽获“金鼎奖”两项大奖

中信银行发布《2018出国留学蓝皮书》
升级八项服务打造出国金融标杆

智能机器人竞赛吸引千名湖南小选手

雅礼丁江学校落户望城，明年秋季开学

12月27日，湖南大学建筑
学院、 长沙市城乡规划局主办

“城市·儿童·健康·未来” 岳麓
论坛暨“城市＋”规划公开课活
动。现场吸引了国内外高校、长
沙市基层社区以及社会组织等
各界专家代表共同探讨城市规
划和社区治理等课题， 为城市
儿童的健康以及未来发声。

记者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