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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流浪”，猛禽在长沙“冷醉”哒》后续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拟对湖南省益阳茶厂债权进行处置。 截至2019年 2月
28日，该债权总额为 6003 .17 �万元。债务人位于湖南
省益阳市。 该债权由债务人名下的房地产等资产提
供担保。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
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
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 但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
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
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
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
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 国企
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
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 资产包
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
站，网址www.cinda . com.cn �。

公告有效期：15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

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湖南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宋方
联系电话：0731-84129650
电子邮件：songfa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288号金色地

标大厦26-27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731－84138788
对排斥、 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iaojian-

jun@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2019年3月12日

我公司承租的273.3亩土地流转，现转让
承租权。 基地位于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金龙
镇金华村，距长沙仅50公里，地理位置优越，
交通便利。

项目处依山傍水，基础设施完善，水电齐
全，道路硬化平整，土地肥力较高，配套温室
大棚、猪舍、鱼塘等设施，其中梯形果林开发
11亩，现已开始结果。

该基地适合种植蔬菜、水果采摘、养殖、

垂钓等休闲娱乐，土地流转年限2019年-2042
年，价格面议。

报名时间:2019年3月13日-2019年3月16日。
岳阳联系人：方 欣（13907401139）
长沙联系人：章成庚（13973123458）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湖南有限公司岳阳分公司

2019年3月12日

湘阴蔬菜养殖基地承租权转让公告

为了保障学生和教职工在
校集中用餐的食品安全与营养
健康，《规定》指出，中小学、幼儿
园应当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
每餐均应当有学校相关负责人
与学生共同用餐， 做好陪餐记
录， 及时发现和解决集中用餐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有条件的
中小学、 幼儿园应当建立家长
陪餐制度，健全相应工作机制，
对陪餐家长在学校食品安全与
营养健康等方面提出的意见建
议及时进行研究反馈。中小学、
幼儿园一般不得在校内设置小
卖部、超市等食品经营场所，确
有需要设置的， 应当依法取得

许可，并避免售卖高盐、高糖及
高脂食品。

学校食堂从业人员应当养
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加工操
作直接入口食品前应当洗手消
毒，进入工作岗位前应当穿戴清
洁的工作衣帽，不得有在食堂内
吸烟等行为。中小学、幼儿园食
堂不得制售冷荤类食品、生食类
食品、裱花蛋糕，不得加工制作
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蘑菇、发
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省、自治
区、直辖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
门可以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区中
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不得制售
的高风险食品目录。

本报3月11日讯 “课题内
容重复申报的拉黑；没有在规定
时间内结题的拉黑；课题不对标
乡村振兴、美丽中国、健康中国
战略，无特色、无创新的拉黑。”
记者今日从湖南环境生物职业
技术学院了解到，为整顿学术乱
象，该校党委、行政提出“三拉
黑”课题评审要求。

“我们要坚决向‘混’ 字开
炮， 混学混教不允许，‘混科研’

更不允许。”该校副校长、学术委
员会主任屈中正介绍，学校倡导
教职工立足“生态”科研特色，对
接区域经济、产教融合，将科研
讲座开到村部、 开到田间地头，
将论文写在广袤的三湘大地上。
该校负责人介绍， 未来五年，该
校将投入科研经费1500万元，鼓
励教职工开展课题研究及相应
成果转化。 ■记者 陈舒仪 黄京

通讯员 刘旺

本报3月11日讯 还记得
那只在长沙被“冷醉 ”的“普
通鵟”吗？因为阴雨天气觅食
困难，它饿得奄奄一息，跌落
在一家超市附近，被送往长沙
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疗
养”（详见本报 3月 6日A12
版）。 今天中午， 趁着阳光正
好，长沙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
会工作人员将它带到岳麓区
坪塘街道的一个小山坡上，放
归蓝天。

上午10时许，记者再次来
到长沙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
会“探望”这只小家伙。在它的
临时小窝里，小家伙时而在栖
木上金鸡独立，时而跳下栖木
试图展翅飞翔，看上去精神状

态还不错。11时左右， 工作人
员在它的小窝里放置了80克
牛肉，“小家伙” 吃得津津有
味。工作人员介绍，经过十多天
的营养补充， 目前它的体力恢
复较好，已经具备了放飞的条
件。“而且随着气温升高，小家
伙捕食应该不再是问题了。”

等“小家伙”进食完毕，工
作人员将之引到一个纸箱子
里， 然后便带它赶到岳麓区坪
塘街道。在一处小树林旁边，工
作人员打开箱子，“小家伙”第
一时间探出了身子， 观察了一
会周边环境， 便展翅往小树林
飞去， 很快就消失在众人视线
中。（扫报眉右上角二维码看放
飞视频） ■记者 李成辉

小卖部将退出中小学校园？
确有需要设置，下月起应依法获得许可，不得售卖“三高”食品

气温回升,“普通鵟”恢复元气放飞了

今晚起间歇性降雨又来
太阳强势“回归”，三湘大

地都迎来了久违的阳光，气温
明显回升。3月11日，湖南继续
阳光相伴，气温进一步上升，最
高气温达20℃以上。

不过，好天气很短，未来
一周，全省雨量偏多，有两次
降雨过程，分别是12日晚至13
日， 全省有一次弱降雨过程，
15日晚至17日，全省将有一次
较强降雨过程， 局地大到暴
雨。18日湖南南部残留降雨，
其他地区天气好转。

想在高校“混科研”将被“拉黑”

■记者 刘镇东 黄京

下课铃一响，跑到学校小卖部买些零食“打牙祭”，这
是属于不少人的“童年回忆”。不过，近日，由教育部、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制定
的《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下称《规定》）要
求，中小学、幼儿园一般不得在校内设置小卖部、超市等食
品经营场所。该《规定》自今年4月1日起施行。

记者在长沙部分中小学采
访发现，多数小学内并未设小卖
部，但许多中学食堂里有开设。

长郡双语实验中学副校长
黄宁介绍， 为了保证学生健康，
膨化食品、辣条、碳酸饮料等食品
不允许进入校内， 校园超市主要
售卖的食品为饼干、 蛋糕、 牛奶
等，提供给错过食堂饭点的学生。

“学校成立了膳食委员会，
由家长来监督食堂和超市的食
品供应情况。” 长沙市岳麓区博

才咸嘉小学校长陈艳萍表示，小
学内不设小卖部更利于学校管
理。“学校提倡不带零食入校，如
果有小卖部，这样的规定反而难
以执行到位。”

对于这项新规，不少家长认
为很有必要。望月湖二小的家长
吴女士说， 孩子的自控力比较
差，爱吃零食，这样的规定对孩
子将是很好的引导。“小卖部的食
品销售需要引起相关部门重视，
希望能从源头上把控食品安全。”

确需设置应依法取得许可

长沙多数小学未设小卖部

新规

本报3月11日讯 未来10天，
我省可能还有3次降水过程，短期
内需注意防御较强降雨过程可能
诱发的山洪、 地质灾害和中小河
流域洪水灾害； 进入汛期（4至9
月）后，预计全省总降水量较历年
同期均值偏多一成左右。 今天召
开的全省防汛形势分析会透露，
今年我省水旱灾害防御各项准备
工作汛前基本可落实到位， 以保
障安全度汛。

今年湖南提前入汛， 距离正
常年份汛期还有近1个月时间，
我省湘南地区已出现汛情 ，这
主要受降水量明显偏多影响 。
今年以来，全省平均降水量、平
均降水日数均为1951年以来的
历史同期第二高值， 其中，3月
份以来平均降水量较历史同期
均值偏多142.6%， 导致湘江中
上游发生了一次超警戒水位的
洪水过程。

目前，省、市、县水旱灾害防
御工作均已有序开展， 去冬以来
全省共落实冬春水利项目1494
个，计划总投资289.95亿元，截至
2月底， 完成投资259.71亿元，占
计划投资的89.57%，冬春水利工
程建设进展顺利； 截至3月初，水
毁水利工程修复完成96%； 累计
出动2500余人，对全省地质灾害
隐患点展开汛前排查。

■记者 彭雅惠

预测今年防汛形势较为严峻
我省水旱灾害防御工作有序开展

3月11日，长沙市岳麓区的一个小山坡上,“普通鵟”被放飞。 图/视频制作 郭辉 田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