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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
司与马晓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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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转让给马晓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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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晓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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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晓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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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女士；电话：0731-84103112
联系地址：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路里仁坡巷47号3栋

601房
马晓啸（受让方）；电话：13907313536��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2019年1月30日

(下列数据截止至2018年10月20日;币种:人民币;单位:元)

公告资产清单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与马晓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账面本金余额
21,790,000.00

20,000,000.00

41,790,000.00

借款人名称
湘潭大唐焊接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玖霖工贸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湘潭大唐焊接材料有限公司

李亦斌、周才武、李红

湘潭滨江置业有限公司、扶建云、杨长秀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账面利息
16,025,613.52

8,182,950.69

24,208,564.21

代垫费用
182,938.00

338,293.00

521,231.00

债权合计
37,998,551.52

28,521,243.69

66，519，795.21

序号
1

2

城市黑臭水体的治理涉
及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也
因此受到极大关注。 在这方
面， 我省花了大力气抓紧整
治，并取得一定成效。

对于黑臭水体治理，黄
建文有切身感受。他介绍，岳
阳市东风湖原来被老百姓称
为一个臭水沟，劣五类水质，
多次被中央环保督查组和省
环保部门要求整改。为此，岳
阳市委市政府对东风湖下大
力气整治，提出了“一年拿框
架，两年出形象，三年见成效，
五年大发展”的整治规划，效

果也很明显。
怎么样让更多家门口的

臭水沟变身清水塘？
“综合施策，统一规划。”

文富恒认为， 要把黑臭水体
的治理和城市的提质改造，
包括棚户区改造结合起来。
黑臭水体在我省已经取得很
大突破， 但是仍需要继续加
大力度， 不仅城市黑臭水体
问题要解决， 农村黑臭水体
也要整治， 要将之与振兴乡
村战略结合， 深入推进黑臭
水体治理工程， 使农村变得
更加美好。

把“一湖四水”打造成湖南亮丽名片
省人大代表谈环保：守护好一江碧水需全民参与，农村黑臭水体也要整治

访谈嘉宾
● 省人大代表、 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
会主任 文富恒
● 省人大代表，岳阳市岳阳楼区委副书记、
区长 黄建文

洞庭天下水，湘江万古流。
去年4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岳阳考察长江经济带时强调，“守护好一江碧

水”。对湖南来说，守护好“一湖四水”，就是为“守护好一江碧水”作出湖南贡献。
今年的湖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守护好一江碧水，把一湖四水打造成

湖南的亮丽名片。那么，如何用实际行动守护一江碧水，确保洞庭湖长治久安、
岁岁安澜， 让老百姓有更多获得感？1月28日，“两会聊天室”邀
请了两位代表热议这个话题。 ■记者 李成辉 刘璋景 黄京

确保洞庭湖长治
久安、岁岁安澜，真正
成为我省的“母亲湖”，
还要紧紧依靠洞庭湖
流域一千多万人民群
众形成共识、 形成习
惯， 大家齐抓共管，共
同保护。

文富恒表示，环
境保护要靠全社会每
个人参与， 环保法也
规定， 各级政府要鼓
励、支持社会组织、志
愿者等各个方面参与
到环境保护的工作中
来。 其实现在已经有
很多公益组织、 志愿
者参与到环保， 包括
湘江保护中来了。

黄建文介绍，自从
成为岳阳市岳阳楼区
的“民间河长”以来，赵
六星就养成了每天“逛
河”的习惯。巡查河道
是否有漂浮物，水质是
否异常等，并及时报告
给“行政河长”。共护千
方绿水， 同翔一片蓝
天。自推行河长制工作
以来，岳阳楼区“民间
河长”、小学师生、街道
办事处党员等志愿者
参与的护水活动络绎
不绝，掀起了全民护水
的热潮。

据悉，我省自2017
年全面推行河长制以
来， 河长制的责任体
系、制度体系、工作体
系基本建立， 各级党
委、政府主要领导带头
履职尽责，建立了一支
覆盖省市县乡村五级
总数达3.57万余人的
河长队伍，初步形成了
上下联动、 部门协同、
齐抓共管的河湖保护
格局。

【报告点击】
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和标志性重大战役。
推进洞庭湖生态环境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 启动湘

江保护和治理第三个三年行动计划。
“守护好一江碧水”，把长江岸线打造成美丽风景线，把

洞庭湖区打造成大美湖区，把“一湖四水”打造成湖南的亮
丽名片。

近年来， 省委省政府高
度重视洞庭湖生态环境综合
治理，先后推进“五大专项行
动”，开展环境治理“夏季攻
势”，实施洞庭湖生态环境专
项整治的“三年行动计划”，
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效，
但问题依旧存在。

“洞庭湖小了，洞庭湖累
了，洞庭湖病了。”文富恒坦
言， 去年省人大常委会专门
开展了洞庭湖综合治理的专
题调研，发现洞庭湖这么多年
来积累了很多问题。 而且，多
年来， 洞庭湖超负荷运转，相
应治理措施没有及时跟进。

洞庭湖治理是我省的一
项重点工作， 同时也是一个
“老大难”问题，它涉及面很
广， 涉及到长江以及四水流
域， 涉及的流域面积有26万
多平方公里。黄建文说，由于
湖区面积大，多地共管，部门
之间的合作性不强， 存在漏

管、岸上治理力度不大现象。
“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

淡水湖， 保护工作刻不容
缓。”黄建文建议，通过坚持
大理念（科学定位， 布局合
理，功能完善，生态良好，评
分有序）、彰显大格局（省里
牵头，高位推动，多规合一，
统一立法，统一管理）、做好
大规划、加强大协作（定位站
位高远，将长株潭、益阳、岳
阳、常德纳入整体规划，作为
超大生态公园来打造） 等原
则， 创建国家洞庭湖生态公
园，从而更好地保护洞庭湖。

文富恒则透露， 今年省
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的一个
重点内容就是要出台洞庭湖
的保护条例， 通过地方立法
解决洞庭湖九龙治湖的问
题，理顺管理体制，推进综合
执法， 使洞庭湖的治理能够
形成合力， 真正达到共抓大
保护的新格局。

环保需要全民
参与、共同行动

拟通过地方立法解决九龙治湖问题

要将黑臭水体整治从城市扩展至农村

两会·好声音

“要实现长株潭一体化发展，必须
加速推进人才政策的一体化。”就推动
长株潭人才政策一体化，省人大代表、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董
事长李东林已连续2年提出建议。今
年他还多了几分期待：“建议出台有力
政策， 将长株潭打造成中部高端人才
特区。”

近年来， 湖南出台多项人才政策，
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入湘，但高端技术

型、 产业紧缺型人才缺口仍然较大。李
东林建议，突破长株潭户籍限制，让人
才流动更加顺畅轻松。“扩大‘长沙绿卡’
的适用范围，力争株洲、湘潭认定的高
层次人才也能列入到‘长沙绿卡’的使
用范围内，享受医疗保健服务、子女入
学服务、创新创业服务等政策。”

此外，他还建议将长株潭城际通行
公交化，同时将株洲、湘潭纳入长沙地
铁规划范围。 ■记者 丁鹏志

将长株潭打造成中部高端人才特区

“装配式建筑是现代建筑业发展的
方向。”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上，省政
协委员呙滨辰提交的《关于加快我省装
配式建筑产业发展的建议》获评“优秀提
案”， 他认为装配式是一种集约集成、绿
色低碳的新型建筑方式，值得大力推广。

“‘省会独大，市州缓慢’的发展不平
衡局面普遍存在。”呙滨辰说，湖南装配
式建筑存在着产业规划不清晰、发展氛
围不均衡、 政策扶持不到位等问题。呙

滨辰认为，应抓好产业推广。省级部门
要做好顶层设计，创新装配式建筑审批
模式，减少繁琐的审批程序。做好生产
企业布局，规划装配建筑数量，落实每
年的行动计划。引导施工企业从事装配
式建筑施工，以政府主导、市场倒逼推
动传统建筑企业转型升级。“保障性住
房、棚户区改造、拆迁安置房等保障性
安居工程以及政府投资项目应优先采
用装配式建筑。” ■记者 卜岚

引导传统企业升级，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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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2������黑臭水体治理

1月28日，文富恒代表（左二）、黄建文代表（左一）做客两会聊天室，讨论如何用实际
行动守护好一江碧水。 记者 童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