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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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娄底市和丰餐饮服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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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
清单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
保合同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 依法转让给娄底
市和丰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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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债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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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娄底市和丰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
方，现公告要求公告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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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向娄底市和丰餐饮服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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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债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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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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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1-84303112
娄底市和丰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娄底市娄星区长青街 698 号
联系人：龚先生 电话：13807380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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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与娄底市
和丰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债务人名称 担保人名称 币种 账面本金余额
（人民币）

账面利息
（人民币）

孳生利息
（人民币）

原贷款行代垫费用
（人民币）

86,773.001
娄底市万通煤
业有限责任公
司

曾建升、
罗祝平、
曾畅

人民币 24,000,000.00 5,769,386,�76 8,248,845.21

合计 -- �����������������-- �����������-- 86,773.0024,000,000.00 5,769,386,�76 8,248,845.21

(下列数据截止至 2019年 11月 20日;币种:人民币;单位:元)

公告资产清单: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20年 1月 14日 第 2020006期 开奖号码

红球: 10 04 05
奖池累计金额 ： 860929224 元
中奖
条件

单注奖金
(元)

中奖注数
(全国)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16 03 32 蓝球: 09

中奖注数
（湖南）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
○○○○○○
○○○○○●
○○○○○
○○○○●
○○○○
○○○●
○○●
○●
●

363
2293
91146

1388625

12940873

20
4
41

2370
45010

514037

0
50642
3000
200
10

5

5735328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20年 1月 14日

第 2020014期 开奖号码: 1 3 7
湖南省中奖情况

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586
0

1725

1040
346
173

609440
0

298425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浴火重生 这个社区民警最喜欢寒冬
为救居民全身皮肤65%被烧伤 9年来依旧坚守岗位 成为社区的万能“和事佬”

陈磊，男，1967年出生，1987年从警，共产党员，长沙市公安
局雨花分局左家塘派出所社区民警。先后荣立二等功、三等功
各1次，嘉奖多次。

2011年8月6日下午，陈磊接到处警指令，辖区居民黄某因感
情纠纷，用菜刀割断厨房管道煤气软管，躺在地上企图自杀。陈
磊赶至现场，在劝说过程中，黄某突然点火。陈磊被烧成火人时，
还不忘将黄某母亲从地上拉起推至门外。 陈磊全身烧伤达65%，
呼吸道吸入性烧伤，经民政部门评定为重度烧伤三级伤残。

英雄档案

1月13日，陈磊被烧伤的
手指起了脓包。 记者 叶竹 摄

陈磊在社区警务室抹药。
阳红光 摄

“救人是本能，作为一名受居民
信任的民警，更是我的职责。”对于
2011年8月6日那个瞬间，陈磊的描
述并不多， 但那张被烧伤的面容时
刻提醒着记者， 这位时常被小区居
民挂在嘴边的“陈户籍”，看似平凡
的工作，所付出的一点都不简单。

随着时间的流逝， 光环逐渐淡
去，生活归于平淡，英雄的内心会有
落差吗？ 陈磊用他对基层工作的一
片赤诚回答了这个问题，“作为一名
社区民警， 居民们遇到难题第一个
电话打给我， 就是对我最大的认可
和嘉奖。”

宠物丢了找陈磊， 水管坏了找
陈磊， 婆媳矛盾找陈磊……在陈磊
负责管辖的狮子山社区和长铁社区
居民心目中，他就是一个万能的“和
事佬”。平均每年，陈磊都要处理群
众报警两百余起，临近农历新年，最
近一周他就处理了七八起“讨账、父
子纠纷”的“大事件”。

因为狮子山社区和长铁社区居
民的信任， 原本在2019年3月份调往
圭塘派出所工作的陈磊又回到了原
岗位。“上级考虑到我的身体情况，想
让我处理轻松一些的工作，离家也更
近。可我在左家塘干了11年，居民们
大事小事首先想到的就是给我打电
话，这份感情和信任，我割舍不下。”

1月13日，长沙最低
气温只有2℃。 在这座气
候湿冷的南方城市，全身
65%的皮肤在9年前被
大火灼烧的陈磊却觉得，
这是一年四季中最舒服

的时刻。也只有这样低温的天气，他伤痕累累的皮肤才能
“呼吸”，没有难耐的痒。

陈磊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扛过了磨难和痛苦后，还能
回到深爱的岗位上，默默坚守。继续用脚步丈量辖区每一
寸土地，守护一方平安。（扫报眉二维码，看陈
磊的英雄事迹） ■记者 叶竹

13日下午， 见到陈磊时，他
接到求助电话正赶往辖区居民
家处理纠纷。跟想象中的处警不
一样，随同而行的记者有种过年
走亲戚的错觉，所经之处总是响
起热情的招呼声。

“陈户籍，来我家里喝杯茶，
休息一下”“陈警官， 办案啊，忙
完过来吃口热饭”……

陈磊脚步飞快，一一挥手婉
拒，挂在嘴边的微笑掩藏不住对
这份工作的喜爱。 正是这份喜
爱， 让他在全身大面积烧伤后，
选择了回归。

12次手术，10余次取皮、 植皮
……这是从9年前的那场大火后，
陈磊不得不面对的。 即使是现在，
他仍然每天需要在曾经被烧伤的
皮肤上涂抹药物，“冬天每天只抹
一次，夏天要抹两三次。”陈磊坦言，
长沙的盛夏很难熬，“夏天一出门
就流汗，皮肤不能排汗，浑身痒得
难受。冬天排汗少，舒服多了。”

“发生了那件事件之后，每
天出门妻子都会提醒我要注意
安全。”谈及家人，陈磊总觉得对
于两个儿子，有些亏欠。他告诉记
者， 大儿子目前在纽约大学读博
士，小儿子在念初中。当年他受伤
住院，医院下达病危通知单，大儿
子还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大二，差
点因此放弃学业，“孩子从小就懂
事，学习从来不要操心。那次他瞒
着家里人去郑州打工，学校找不
着人联系我们。孩子是觉得我伤
重，他要扛起家庭责任，打算放
弃学业打工赚钱养家。”

谈话间，三湘都市报记者注
意到， 陈磊不经意地挠了挠右
手，无法伸直的小手指上鼓起一
个脓包。 感觉到记者的视线，陈
磊不介意地甩了甩手，“出院时，
医生就提醒我， 尽量避免感冒。
因为大量使用抗生素，普通感冒
药对我而言已经不起作用。还有
就是，手上一定会长脓包。”

“陈户籍”处警，就像过年走亲戚

“这份感情和信任，我割舍不下”

本报1月14日讯 “求助！
车内有孕妇羊水破裂，现在在
高速上， 请求帮助。”1月13日
是春运第四天，返乡车流不断
增多， 夜幕下的三湘大地，气
温骤降。省高警局株洲支队接
警处在凌晨时分突然接到求
助电话，一场“生死时速”温暖
上演。

“我接到大队分控中心通
知， 马上赶到长沙收费处，等
待载有求助孕妇的车。”1月
14日上午， 回忆起几个小时
前的事，长沙开福交警大队七
中队辅警赵前利还是心有余
悸。 他告诉记者，13日凌晨1
时许，大队接到通知，一名从
江西返乡的孕妇在高速上突
然羊水破裂，即将生产，情况
十分紧急，“高速交警接到求
助后，考虑到高速路上无法中
途改变行驶方向，加之正是返
乡高峰，决定让载有孕妇的车
辆前往最近的长沙收费站，由

我们牵引至湖南省妇幼保健
医院。”

“我们马上联系了指挥中
心，请求信号灯配合。一路上
都是绿灯， 一分钟也没有耽
误，1点28分就到达了医院。”
一路都提着一口气的赵前利，
在看见孕妇及家人安全地进
入医院后终于放下心来，这趟
原本需要30多分钟的路程因
为在各方的配合下仅用10余
分钟就顺利到达。

“非常期待这个心急的小
宝宝能够平安顺利地来到这
个充满爱的世界，健康快乐地
成长。” 说起这个差点出生在
高速路上的小生命，赵前利满
脸笑意， 同时不忘提醒大家，
返乡途中遇到困难，可以拨打
122求助。

记者了解到，这个得到众
人关心的小生命已于14日凌
晨3时顺利诞生，母子平安。

■记者 田甜

孕妇临产，高速上演温暖“生死时速”
交警一路牵引载人车辆到达省妇幼，母子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