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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讯

近日，“新华保险关爱全国
环卫工人大型公益行动”再次完
成5例理赔。 至此该项目共完成
理赔111例， 累计赔付1005万
元，惠及39个城市的111位环卫
工人。 随着10月24日在海南三
亚落地，项目已覆盖了全国100
个城市， 惠及73万余名环卫工
人，捐赠保额超730亿元人民币。

据了解， 该公益行动是新
华人寿保险公益基金会实施的
首个项目、 主打项目、 特色项
目。2017年8月22日， 项目在山
西太原启动， 目前已成为推进
速度最快、覆盖城市最广、惠及
人数最多、 保障额度最高的公
益项目。 ■通讯员 吴文捷

经济信息

汇聚正能量、 传承好家风，
助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近
日，湖南省长沙市宁乡鸿富村公
共服务中心， 近百名村民齐聚
“天地感动”公益下乡活动现场，
观看爱国主义电影，致敬与表彰
村中好人好事。

鸿富村距离宁乡城区90多
公里，对村民来说，想看一场电
影，相当不容易。活动当天，吸引
了数百名村民前来观看，“很多

年没有看电影了，这个活动很有
意义，很感谢天地壹号公司组织
这场电影放映活动”， 鸿富村村
民谢伯激动地说。

据悉，“天地感动”是醋饮料
龙头企业天地壹号组织的全国
性公益活动。目前，该活动已开
展近两年时间， 活动总场数近8
万场，其中，仅在湖南各地就举
行近6000场，取得了较好的社会
反响。 经济信息

A06 城事 2019年11月8日 星期五
编辑/王卉珍 图编/言琼 美编/叶海琳 校对/黄蓉

真醉了！散装酒上不了火车，她竟“吹瓶”
现实版《人在囧途》怀化上演：不舍浪费，女子豪饮一斤白酒，不料反误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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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于2008年8月6日的湖
南华诚生物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是一家从事生物制品、 植物提取
物的研发、 生产及销售为一体的
高科技企业。2018年， 正值企业
新办公楼装修、 生产线投产的关
键时期，同时也处于罗汉果种植、
成熟果收购的关键期， 流动资金
相对紧张。了解情况后，中国银行
观沙岭支行积极为企业想法设
法、排忧解难，最终为企业成功以
基准利率投放1000万元流动资
金贷款，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资金问题解决后， 华诚生物
发展走上快车道， 公司新的办公
楼、 生产线陆续建成投产，2018

年企业实现销售收入约1.6亿元，
2019年预计达到1.8亿元，公司已
经成为湖南省上市后备重点企
业。在中行，像这样的例子还有不
少。2018年12月24日， 湖南首个
普惠金融专业支行———中国银行
观沙岭支行正式挂牌， 该行将专
注服务于普惠金融领域,为民营、
小微、涉农、扶贫企业和客户提供
全方位授信支持，积极履行“普及
大众，惠聚三湘”的责任担当。

2018年11月上旬， 中国银行
率先发布“中国银行支持民营企
业二十条”，切实解决民营企业在
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痛点和难点。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也结合湖南
地方特色和民营经济特点制定了
本地化方案， 建设普惠金融专业
支行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为破
解企业融资难题，我行先后成立了
22家普惠金融服务中心，竭力打造
100家中小企业重点网点和2家普
惠金融专业支行。”中国银行湖南省
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该行创立了
“惠三湘”普惠金融服务品牌，并广
泛参与“两进两促”“千人帮千企”等
专项活动，通过走进园区，走进企
业，促融资、促发展等方式，倾力支
持民营经济发展，得到了广泛认可。
■通讯员 侯江涛 李行 经济信息

本报11月7日讯 全国扫黑
办部署开展全国扫黑除恶百日追
逃行动仅两天， 迫于湖南公安机
关的密集缉捕攻势和强大心理压
力， 湖南省唯一一个公安部A级
通缉令重大涉黑逃犯周英杰，于
11月6日凌晨1时许向岳阳临湘
市公安局主动投案自首。

据了解， 犯罪嫌疑人周英杰
系全国扫黑办、 公安部督办的湖
南岳阳“7·24”专案刘某军涉黑犯
罪组织的重要成员， 多次参与实
施该组织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

动。 该涉黑犯罪组织为打压竞争
对手， 非法控制长江航道儒溪宝
塔水域的非法采砂活动， 攫取巨
额经济利益，共实施了非法采矿、
故意伤害、聚众斗殴、寻衅滋事、
强迫交易等7个罪名的刑事案件
17起，影响十分恶劣。

2018年8月， 专案组对该案
涉案人员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共
抓获涉黑组织成员19人。周英杰
侥幸逃脱，此后，专案组多次在
湖南临湘、湖北赤壁等地展开抓
捕行动未果。

为贯彻落实全国扫黑办和公
安部工作部署， 迅速抓捕公安部
A级通缉令逃犯周英杰，湖南省、
市、县三级公安机关高度重视，主
要负责人牵头组织， 抽调精干力
量成立追逃工作专班， 紧锣密鼓
地开展发动群众、查缉布控、逃犯
家属宣讲规劝等工作。 通过对周
英杰家属反复宣传政策， 一天一
晚的连续攻心， 周英杰迫于各方
压力，最终选择了主动投案，如实
供述自己的罪行。

■通讯员 潘长春 记者王智芳

本报11月7日讯 相信很
多人都看过由王宝强主演的《人
在囧途》电影，里面有这样一个
情节： 王宝强在第一次坐飞机
时，携带的一大瓶牛奶过不了安
检，他一气之下喝掉了这一大瓶
牛奶。今天，记者从怀化铁路公
安处获悉，在怀化火车站也发生
了这样一幕，但这次喝的不是牛
奶而是整整一斤白酒。（扫报眉
二维码看现场视频）

11月6日， 一女子在怀化站
过安检时因携带了一瓶1斤的散
装药酒，被民警当场查获。在得
知散装酒不能带上火车时，该女
子不甘心丢弃，便在安检口上演
“吹瓶”，醉倒在车站。

据了解，该女子姓罗，怀化
芷江人。据罗大姐讲述，携带的
是用白酒泡的药酒，她觉得当时
的情形找人带回去来不及了，丢

掉又觉得可惜，于是便直接打开
瓶开始豪饮。

在场民警及工作人员上前
劝阻，担心她喝醉，但她表示没
事不能浪费掉，很快就把将近一
斤的白酒喝完了，然后收拾行李
准备进站乘车， 谁知没过多久，
她因酒意上头坐倒在地上，呕吐
不止。民警赶忙上前帮忙，迅速
拨打当地120， 并帮其把车票改
签。随后，罗大姐被送往当地医
院进行救治醒酒，目前身体已无
大碍。

铁路警方提醒： 根据规定，
没有密封的散装酒禁止带上火
车。白酒只能携带未拆封的瓶装
酒，且每人最多可以携带6瓶；如
果是50度以上的白酒，则最多只
能携带2瓶。

■通讯员 彭丹蕾 赵盼红
记者 王智芳 视频 郭辉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邵东县人民法院（20
18）湘 0521 执恢 378 号之二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王菊初、陈细银名下位于长
沙市万家丽中路一段 289 号橄榄
君庭 5 栋 2201 号房产、产权证号
为 ：715125372、715125373 号
的房屋所有权证与该房屋编号
为长国用（2015）第 120267 号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该房屋
编号为：515044552 号的他项
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邵东县人民法院

60元/行 执行官方格式，每行最多排 13个 6号字，标题至少占两行

鼎极便民信息
8446480113875895159经办热线

全省发行 主流权威 微信办理

◆株洲金谷市场四楼 99 号商铺
杨波遗失装修押金收据一张，金
额 2000元整，声明作废。

◆谢正满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
证号 431218011719，声明作废。

◆罗可希遗失湖南省城乡建设职
业中专学校 1997 年 7 月核发的
建筑施工专业毕业证，号码为：
职字第 97200441 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康普通信技术有限责
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0007721967771）遗 失
长沙银行保证金账户(80002
5734340017)预留印鉴（财务
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资兴市兴中绿渔业有限责任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向企业登记机
关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来资本
600 万元人民币减至 10 万元人
民币。 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有
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联系人：黄活平，电话 13707350691

我省唯一一个公安部A级通缉令重大涉黑逃犯周英杰落网

通缉令发布仅两天，A级逃犯投案自首

中行成立湖南首个普惠金融专业支行缓解民企融资难

新华保险关爱环卫工人公益行动
理赔金额突破千万元

近6000场公益活动 助力湖南乡村文化振兴

10月25日， 基金投资顾
问业务试点正式启动， 包括
华夏基金全资子公司华夏财
富在内的多家机构， 获得证
监会首批基金投资顾问业务
试点资格。10月28日，华夏财
富率先召开新闻发布会，详
细介绍其投顾业务准备情况
和发展规划， 同时正式对外
发布“懂你，更懂投资”的投
顾品牌。 现场华夏财富还和
投资者代表签订了首单基金
投顾授权委托协议。

华夏基金总经理李一梅
表示，基金投顾业务的诞生是
行业发展到当前阶段所提出
的需求。从整个行业的发展进
程上看，货币基金引导老百姓
完成了从储蓄到现金管理的
转变，接下来投资者需要完成
从现金管理到投资管理的转
变，在这一步里，投资顾问将
担当重任。 经济信息

华夏财富
领航公募新时代

11月7日15时，常德
段桃花源服务区A区两车
追尾碰撞，小汽车驾驶员
受伤被困获救。 而这场

“生死救援”，其实是常德
管理处精心策划的一场
应急救援演练。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张磊磊 摄影报道

“生死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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