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2月31日，长沙市芙
蓉区汽车东站张公岭湖南生物机
电学校旁的43014716投注站，一
位幸运彩民喜提福彩刮刮乐“5倍
惊喜”一等奖，奖金20万元。

面值5元的“五倍惊喜”定
位为“好运十倍”的姊妹票种，
也是此类游戏玩法在5元面值
票种上的延伸。 该票票面设计
简单清朗， 天蓝色背景独树一

帜，硕大的“5”字经过特效处理呼
之欲出； 阶梯刮开区象征财富的
天梯。具体玩法是：刮开覆盖膜，
在任意一局游戏中， 若任意一个
“我的号码”与“中奖号码”相同，即
可获得该局游戏右方所对应的奖
金； 如果在任意一局游戏中刮出
号码“5”，即可获得该局游戏右方
所对应奖金的五倍。 共五局游戏，
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王慧婷

长沙彩民包本喜提“5倍惊喜”
一等奖20万元

2019年1月1日，凌晨四点，在
寒冷的冬夜里默默工作的环卫
工人们收到了一份意外的惊喜，
这是由益阳市福彩中心和益阳
蚂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联合开
展的“一杯姜茶温暖中国”活动。
益阳福彩先期购买了200个高级
保温杯，在元旦节当天组织了100
多名公益小天使，慰问这座城市

的美容师———环卫清洁工人。活动
在凌晨四点开始，公益小天使们分
成10个小组，走上城市的各个街头
和十字路口，把早已准备好的姜茶
送到环卫工人手中。

益阳福彩开展
“一杯姜茶温暖中国”公益活动

相关链接

1月10日，农业银行湖南省
分行在长沙举行“支持民营经
济·服务乡村振兴”签约合作暨
产品发布会。 此次会议是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省委省政
府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要求的务实举措，
也是深化银政企精诚合作、实
现互利共赢、 助力地方经济发
展的及早行动。

会上， 农业银行湖南省分
行发布了支持民营经济二十条
政策措施以及“支持民营经济、
服务乡村振兴” 四大系列十大
拳头产品， 并分别与省农业农
村厅、省融资担保公司、省农业
信贷担保公司， 以及13家园区
代表、10家核心民企、10家特色

民企代表现场签订合作协议。
近年来， 湖南农行大力支持

民营经济发展、 推进乡村振兴，
“十三五” 以来， 累计投放贷款
8000亿元，其中累计投放民营企
业贷款达1000多亿元，年增长超
过30%，有效支持了国家级、省级
重点项目850个，民营及小微企业
3200余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及项目700余个， 支持了三一重
工、远大集团、天门山旅游、张家
界玻璃桥等知名企业及项目。

接下来，湖南农行将在降低企
业融资成本、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创
新产品和服务模式上进一步加大
力度，在支持民营经济和乡村振兴
方面走出一条合作共赢、创新发展
之路。 ■张晓明 潘显璇

农行湖南省分行举办
“支持民营经济·服务乡村振兴”
签约合作暨产品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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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2019年1月11日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
分公司与罗建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 中国长城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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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转让给罗建。中国长城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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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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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向罗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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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

司（转让方）
联系地址： 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31号尚玺

苑18B栋
联系人：刘洋
电话:0731-84458563罗建（受让方）
联系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定王台鸿盛

大厦
电话：18670367389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与罗建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1

贷款合同编号

66012013780022
《法人按揭借款

合同》

借款人名称

湖南金港投
资担保有限

公司

担保人名称

湖南金港投
资担保有限

公司

账面本金余额额

738,250.03元

表外利息

289,711.91元

代垫费用

43,176.00元

债权合计

1,071,137.94元

(下列数据截止至2018年10月20日;币种:人民币;单位:元)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2019年1月11日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
分公司与曾科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 中国长城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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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转让给曾科。中国长城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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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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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向曾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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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

司（转让方）
联系地址： 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31号尚玺

苑18B栋
联系人：刘洋
电话：0731-84458563曾科（受让方）
联系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星沙街道湖

湾世景8楼
电话：18569072936����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与曾科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下列数据截止至2018年10月20日;币种:人民币;单位:元)
序号

1

贷款合同编号

华银（衡东）流
资贷字（2013）年
第0009号流动资
金贷款合同

借款人名称

衡阳市威力
陶瓷工艺制
品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刘红霞、衡阳市
威力陶瓷工艺
制品有限公司、

武炜翔

账面本金余额额

7,299,952.42�元

表外利息

3,176,003.69元

孳生利息

3,206,862.88元

债权合计

13,682,818.99元

备 注

代垫费用
随债权一
并转让。

本报1月10日讯 开车过收费站，
车牌竟然是倒的， 女子赶紧在路边停
车，拿起起子熟练地卸起了车牌，而准
备上前帮忙的执勤民警发现事情并不
简单……今天上午， 省交警总队通报
了这起未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违
法行为，女驾驶员面临罚款200元、驾
驶证记12分并扣留驾驶证的处罚。

每天拆了车牌
进车库

1月7日上午11点，高警局株洲支
队荷塘大队民警在长株高速株洲收费
站内广场执勤， 突然发现一名女驾驶
员正蹲在车头前。走近一看，女司机正
用一把螺丝起在安装机动车号牌。面
对询问，驾驶员胡某称她买的新车，车
牌挂反了，过收费站的时候才发现，所
以停在这里把车牌重新装一下。

车牌还会挂反了？ 胡某的解释引
起了民警的怀疑。 民警仔细查看了胡
某安装号牌所用的竟然是活动螺丝，
而不是号牌专用固封装置。“我这是新
车，我进那个地下室车库要收费，保安
就告诉我，你进来的时候把牌照取了，
我就不收你费。”胡某跟民警坦言。

罚款200元
驾照扣12分

原来，这是胡某家的第二台小车，
而她家只有一个停车位。 为了省这台
车的停车费， 她就按保安出的主意每
天进车库前拆下号牌， 出来后再把车
牌安装上。为了方便拆卸，她就买来这
种活动螺丝来安装号牌。 谁曾想，7日
一早出门，急忙中竟然把号牌装反了，
直到过收费站时， 经收费员提醒才反
应过来， 于是急忙靠边停车把号牌重
新安装。

民警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
关规定， 对胡某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
号牌处以罚款200元、 驾驶证记12分
并扣留驾驶证的处罚。

交警提醒， 按相关规定， 机动车
号牌不得反装、倒装，安装也必须使用
公安机关发放的号牌专用固封装置进
行固定，否则就视为违规，一律处罚。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张越
通讯员 吴功诚 封跃林

每天进车库前，她为何总把车牌拆了
只为省小区停车费不嫌“麻烦” 这次匆忙中装反了被民警逮住，罚200元记12分

相关新闻

本报 1月 10日讯
今天上午， 一个骑共享
单车返乡的人， 在阜阳
市被民警拦了下来。这
名男子骑着共享单车，
从湖南长沙出发， 一路
骑到了安徽阜阳， 目的
地是河南周口。 而被民
警拦下， 是因为这辆共
享单车是男子在破坏车
锁后私占的。

徐师傅是哈罗单车
蚌埠的一名运维人员。
10日上午，徐师傅在街
头整理共享单车时，发
现了一名形迹可疑的男
子， 在不远处观察了一
下男子骑的车， 发现共
享单车的智能锁已经不
见了， 他和同事赶紧跑
上前拦住男子。

“智 能 锁 被 砸 掉
了，车上还有另外一把
锁，这车明显就是被私
占了。” 徐师傅只能报

了警。
民警赶到现场后，男

子这才道出了实情。男子
姓贺，是河南周口人，一直
在湖南长沙打工， 临近过
年了，贺某想提前回老家。
他在长沙市开福区砸掉
一辆哈罗单车的车锁后，
一路向东骑自行车回老
家，没想到在阜阳被拦了
下来。截至被发现，他已经
骑了10天800多公里。

哈罗单车长沙负责
人表示，从数据后台显示
的订单情况，男子是去年
12月30日晚上9点38分在
开福区新河街道华夏路
北桥新村处扫码开锁，可
系统显示这个订单在晚
上9点40分就已经结束。

直到该男子被拦下，
这台失联的哈罗单车已
经“飞”到了安徽阜阳。目
前，当地警方正在处理此
事。 ■记者 潘显璇

1月10日，一名男子从长沙骑共享单车到安徽阜阳，
被民警拦下来。 哈罗单车供图

失联单车从长沙“飞”到阜阳
男子私占共享单车10天骑行80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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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