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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对湖南三辉置业有限公司等十户债权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拟对湖南三辉置业有限公司等十户债权进行处置，
截至 2019 年 10 月 20 日，本金余额 24531.8 万元，
利息余额 14604.69 万元， 孳生利息 7106.29 万元，
代垫费用合计 135.99 万元， 债权合计 46378.77 万
元。 欲了解债务企业信息、抵押、保证担保等详细信
息请登陆公司网站 http://www.gwamcc.com

交易对象：详见公司网站。 处置方式：债权转
让。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公告日期及有效期限：
自公告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有效。 上述债权自公
告发布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

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
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挠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
报。 上述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
决 等 有 关 法 律 资 料 为 准 。 联 系 人 ： 王 先 生
（0731-84458563），罗女士（0731-84303112）。 通
讯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 31 号尚玺
苑 18B 栋。 邮政编码：410005。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
门联系人：宋先生（0731-89923416）。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2019 年 11 月 8 日

本报11月7日讯 今天上
午，一场精彩生动的国际形势
及对外工作报告会在长沙举
行。省委书记杜家毫主持报告
会并讲话，中央外办副主任刘
建超为出席中央外办地方外
事工作座谈片会的与会人员
作专题辅导报告， 省委副书
记、省长许达哲出席。

省领导乌兰、傅奎、黄兰
香、谢建辉、张剑飞、张宏森、
王柯敏、 许显辉、 戴道晋，山
西、江西、河南、湖北省领导
吴伟、赵力平、穆为民、黄楚平
出席。

报告会上，刘建超围绕学
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结合
自己多年外交实践，全面介绍
了当今国际形势，准确分析了
当前国际热点，深刻阐述了党
中央对外方针政策和国家总
体外交战略，并就做好新形势
下地方外事工作提出要求。

杜家毫在主持时感谢中
央外办长期以来给予湖南经
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外事工作
的大力支持和指导。 他说，近
年来，湖南积极对接融入“一
带一路”建设，充分发挥“一带
一部”优势，深入实施创新引
领开放崛起战略，扎实推进五
大开放行动，举办了中非经贸
博览会、 国际工程机械展、外
交部湖南全球推介活动、世界
计算机大会、“中国航天日”主
场活动等一系列重大涉外活
动，创新开放的湖南正加速融
入世界。我们要深刻领会和践

行习近平外交思想，始终坚持
党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
导， 自觉贯彻总体国家安全
观，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和发展利益，推动党中央对外
方针政策和各项决策部署在
湖南落实落地，为服务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作贡献。

杜家毫强调，要充分发挥
湖南作为伟人故里、杂交水稻
享誉世界等特色和优势，用好
中非经贸博览会等重大平台，
落实中央交办的各项外事工
作任务，学习借鉴兄弟省份外
事工作好经验好做法，切实做
好我省外事工作，加强地方层
面对外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
推进全方位对外开放，着力用
湖南生动实践讲好“中国故
事”。要准确领会把握党中央战
略意图， 切实增强全局意识，保
持战略定力， 加强宣传思想工
作， 强化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
善于化挑战为机遇，坚定不移办
好湖南自己的事情，保持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杜家毫指出，各级领导干
部特别是省级领导干部、从事
涉外工作的同志要进一步树
立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自觉
识大局、观大势、抓大事，带头
学外事、懂外事、抓外事，善于
在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变
化趋势中谋划一地一域的工
作。各级党委要关心支持外事
工作，为外事部门开展工作创
造良好条件。

■记者 贺佳

本报11月7日讯 为促进特色小
镇发展，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
《湖南省支持省级特色产业小镇发
展的政策意见(2019—2021年)》。《意
见》共包括15条具体政策，包括鼓励
做精做强、支持创新创业、培育产业
生态、 打造小镇品牌4方面内容。据
悉，《意见》 自2019年11月1日起施
行，有效期至2021年12月31日。

一是鼓励做精做强。 针对小镇
产业做精、企业做强，提出保障建设
用地、 提供融资支持、 企业降本减
费、 加强改革支持等4条支撑类政
策。比如建立镇银对接机制，支持在
特色产业小镇内设立金融法人机构
或分支机构。 协调政策性银行在债
务风险可控前提下， 为特色产业小
镇运营方提供长周期低成本融资服
务； 确保一般工商业平均电价降低
10%的政策落实到终端企业。

二是支持创新创业。 针对小镇
产业创新转型、居民就近就业，提出
支持重大项目、开展联合研发、引进
高端人才、就近就业创业等4条项目
平台支持类政策。 如鼓励特色产业
小镇企业与科研院所、 高校深入开

展产学研合作， 联合新建以企业为
主体、 市场为导向的特色产业相关
技术研发机构， 对此类新型研发机
构按照研发单位当年度研发项目经
费中非财政性资金较上年度新增部
分的10%予以奖补， 年度最高奖补
500万元。

三是培育产业生态。 针对完善
特色产业链和市场开拓， 提出支持
特色产业链招商、物流电商配套、提
高产业开放水平等3条环境营造类
政策。如支持特色产业链招商方面，
明确了支持将符合条件的特色产业
小镇新引进的产业链配套企业项目
列入省级重点建设项目，并在用地、
融资等方面给予支持。

四是打造小镇品牌。 针对打造
具有较大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特色产
业小镇品牌，提出加强规划指导、支持
品牌推广、美化人居环境、加强监督考
核等4条规划引导类政策。 如支持特
色产业小镇及其企业申报全国驰名
商标、地理标志产品、农产品地理标
志等。支持特色产业小镇围绕特色产
品举办展会，给予适当资金补助。

■记者 卜岚

本报11月7日讯 记者今
天获悉，2019年湖南省省直机
关公开遴选公务员报名工作
已经结束。根据《2019年湖南
省省直机关公开遴选公务员
公告》规定，报考人数未达到
笔试最低开考比例的职位遴
选计划将进行调整。

据了解，此次取消的遴选
职位有4个，包括：省政府办公
厅，文字综合1；省政府驻上海
办事处，招商；韶山干部学院，
教务或教研管理；湖南省档案
馆，档案编研。

报考了取消遴选职位的

人员， 请于11月8日下午3时
前，填写《2019年湖南省省直
机关公开遴选公务员改报职
位申请表》，拍照发送到QQ邮
箱 663346094@QQ.com， 并
及 时 联 系 省 人 事 考 试 院
0731-85063791进行确认。未
及时改报职位的人员，视同为
放弃改报申请退费。未取消职
位的报考人员不得退费。

另外， 茶陵监狱民警职
位，原计划遴选11人，现核减
为6人。报考了该职位的人员，
不再改报或退费，仍按原报考
职位参加考试。■记者 王智芳

国际形势及对外工作报告会在长举行 杜家毫主持 刘建超作专题辅导报告 许达哲乌兰出席

着力用湖南生动实践讲好“中国故事”

保障建设用地、提供融资支持、推动品牌打造……

“湘十五条”真金白银助建特色小镇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拟对湖南
宏大空调设备有限公司等 28户债权进行处置， 截至 2019 年
10 月 20 日，该 28 户债权本金余额 35808.93 万元，利息余额
25607.74万元，孳生利息 13166.76万元，代垫费用合计 148.61
万元，债权合计 74732.04万元。 欲了解债务企业信息、抵押、保
证担保等详细信息请登陆公司网站 http://www.gwamcc.com。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
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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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
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处置方式：债权组包转让。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公告日期及有效期限：公告日期以发布日期为准。 本公告
自发布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有效。

上述债权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
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
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挠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上述信
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
为准。

联系人：王先生（0731-84458563），罗女士（0731-84303112）
通讯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 31号尚玺苑 18B栋
邮政编码：410005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宋先生（0731-89923416）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2019年 11月 8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对
湖南宏大空调设备有限公司等 28户债权的处置公告

省直机关遴选公务员部分职位调整
报考了取消遴选职位的，请在今日15时前改报

长沙民办学校
首次法治体检
三年建百所品牌民校

本报11月7日讯 如何
让民办学校健康成长？今天
下午，长沙市民办学校法治
体检情况通报暨法律风险
防范培训会在长沙召开。今
年上半年，长沙市教育局拟
定了首批65所民办学校体
检名单， 包括职业学校31
所、 基础教育学校21所、幼
儿园6所、 培训学校7所。同
时委托湖南源真律师事务
所，由其组建律师服务团对
65所民办学校开展“一对
一”公益法治体检。

据介绍，这是长沙首次
对民办学校进行法治体检，
重点围绕政策宣讲解读、法
治环境保障、学校治理结构、
风险防范化解四个方面进
行。通过体检，了解民办学校
规范办学和依法治理情况，
查找制度漏洞和薄弱环节。

长沙市教育局民办教
育处处长李璐璐表示，明年
将评选首批30所品牌民办
学校， 用三年时间打造100
所品牌民办学校，树立民办
学校的正面形象。

■记者 刘镇东 黄京

“特色小镇能有效实现小空间
大集聚、小平台大产业，形成产业转
型发展的新亮点， 也能充分激发新
经济发展活力，打造特色产业‘单打
冠军’，为促进县域经济增长提供重

要支撑。” 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外，建设特色小镇还可以承接
中心城区人口疏解， 扩大农村人口
转移就业， 有助于打通城乡融合发
展“最后一公里”。

特色小镇意义

清理荷池
护碧水

11月7日，长沙
市岳麓区桃子湖，工
作人员在清理荷叶。
当天，长沙城投集团
组织工作人员对桃
子湖内的荷叶进行
打捞清洁，确保水质
清澈。此次清理行动
将持续到11月底。

记者 辜鹏博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