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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关于株洲市攸县坤龙大酒店处置公告

资产名称：攸县坤龙大酒店
所在地：攸县城关镇联西居委会新龙组
资产情况: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6）湘执 12-24 号《执行裁定

书》将攸县坤龙大酒店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攸县城关镇联西居委
会新龙组攸县坤龙大酒店权证号为攸房权证城关镇字第
711002582 号、 第 711002582 号、 第 711005290 号 、第
711005290号， 总建筑面积 12824.76平方米房产以及攸县坤
龙大酒店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攸县城关镇联西居委会新龙组攸
县坤龙大酒店权证号为攸国用(2010)第 A0281 号、第 A0282
号，总面积 4593.9 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交付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抵偿债务。

资产特点及发展前景:
攸县坤龙大酒店位于株洲市攸县主干道攸州大道旁，对

面是攸县中医院和新农合办康复中心，后接攸县美丽新城，位
置贯通 106 国道，地处攸县中心城区，配套设施齐全，商业氛
围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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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
公告发布日期：2020年 月 日，公告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
处置方式：公开转让。
上述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

关法律资料为准。
上述资产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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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人：欧阳先生
联系电话：0731-84456442����联系电话：0731-84414769�
传真：+86（0731）84495593�
通讯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湘府西路鑫远国际大厦 B座 703
邮政编码：410005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宋鄂平
联系电话：0731-84451992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2020年 3月 27日

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
全过程、 在大中小学设立劳动
教育必修课程、每年有针对性地
学会1至2项生活技能……《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
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近
日印发，近年来被淡化、弱化的
劳动教育有了“硬指标”。

意见规定， 根据各学段特
点， 在大中小学设立劳动教育
必修课程， 系统加强劳动教育。
中小学劳动教育课每周不少于
1课时，学校要对学生每天课外
校外劳动时间作出规定。 职业
院校以实习实训课为主要载体
开展劳动教育， 其中劳动精神、
劳模精神、 工匠精神专题教育
不少于16学时。普通高等学校要
明确劳动教育主要依托课程，其
中本科阶段不少于32学时。

为将劳动教育落到实处，
意见提出， 将劳动素养纳入学
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 制定评
价标准，建立激励机制，组织开
展劳动技能和劳动成果展示、
劳动竞赛等活动， 全面客观记
录课内外劳动过程和结果，加

强实际劳动技能和价值体认情
况的考核。 建立公示、 审核制
度，确保记录真实可靠。把劳动
素养评价结果作为衡量学生全
面发展情况的重要内容， 作为
评优评先的重要参考和毕业依
据， 作为高一级学校录取的重
要参考或依据。

意见还特别指出， 家庭要
发挥在劳动教育中的基础作
用。 注重抓住衣食住行等日常
生活中的劳动实践机会， 鼓励
孩子自觉参与、自己动手，随时
随地、坚持不懈进行劳动，掌握
洗衣做饭等必要的家务劳动技
能， 每年有针对性地学会1至2
项生活技能。

“将劳动教育与智育区别
开， 防止用文化课的学习取代
劳动教育。”教育部有关负责人
说， 实施劳动教育的重点是在
系统的文化知识学习之外，有
目的、 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加
日常生活劳动、 生产劳动和服
务性劳动，让学生动手实践，出
力流汗，接受锻炼，磨炼意志。

■据新华社

规定课时学时，劳动教育有了“硬指标”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意见》：在大中小学设立劳动教育必修课；劳动素养作为录取重要参考

本报3月26日讯 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 湖南省检察机
关通过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
证、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办理涉
疫情防控刑事案件， 为确保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有力司
法保障。 岳阳湘阴县人民检察
院诉胡某某等人非法猎捕、杀
害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刑事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入选最高
人民检察院《检察机关野生动
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截至 2020年 3月 23日 12
时， 湖南省检察机关共介入侦
查引导取证246件346人，共受
理审查逮捕涉疫情刑事犯罪案
件129件167人，审查批准逮捕
107件138人； 受理审查起诉
100件149人，审查提起公诉70

件90人。其中，湖南省检察机关
依法批准逮捕妨害公务罪18件
26人，起诉14件18人；依法批
准逮捕诈骗罪60件64人，起诉
33件33人； 依法批准逮捕破坏
野生动物资源类犯罪8件10人，
起诉17件32人； 依法批准逮捕
其他涉疫情犯罪6件18人，起诉
5件5人。

根据最高检察院的要求，
省检察院制定了《湖南省检察
机关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案件办理及审查把关工作意
见》。目前，属于该工作意见明
确的需统一审查把关案件，已
严格依程序进入省检察院统一
审查把关环节。

■记者 王智芳 实习生 陈翾
通讯员 刘士琳

本报3月26日讯 今天下午，
省文明委第二十七次全体会议
在长沙召开，传达学习中央文明
委第三次全体会议和全国文明
办主任会议精神， 总结去年、部
署今年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省委书记杜家毫强调，要聚焦举
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
展形象的使命任务，锲而不舍做
好坚定主心骨、 汇聚正能量、振
奋精气神的工作，为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富饶美丽
幸福新湖南提供坚强思想保证
和强大精神力量。

省委副书记乌兰主持会议，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张宏
森传达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并通
报我省精神文明建设有关情况，
副省长吴桂英出席。

杜家毫充分肯定去年以来
全省精神文明战线在深入宣传
阐释党的创新理论、巩固壮大主
流思想舆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建设、深化拓展群众性精
神文明创建、助力疫情防控等方
面所做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他强调，要始终突出党的创新理
论武装，将其作为精神文明建设
的首要政治任务，着力完善学习
教育、研究阐释、宣传普及等方
面制度机制，注重加强理论宣传
阵地建设，突出青少年这一重点
群体，主动适应互联网传播和分
众化趋势，发扬理论联系实际优
良作风，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
引向深入，推动党中央各项决策
部署落地见效。

杜家毫强调，要始终突出强
信心、暖人心、聚民心，把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主基调，用
心用脑做好疫情防控宣传引导，
精心组织开展“决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主题宣传，把各
地各部门千方百计稳就业、抓产
业、 促发展的实干实效展现好，
把湖南作为精准扶贫首倡地的
脱贫故事讲述好，把青年一代在
疫情防控中展现出的责任担当
和良好精神风貌宣传好，积极有
效回应社会关切和热点敏感问
题，进一步坚定信心、稳定预期，
为决战决胜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要始终突出常态长效，把弘扬和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
精神文明建设的长期任务，广泛
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注重发
挥法治的支撑保障作用，深入宣
传疫情防控中涌现的先进事迹、
凡人善举和道德标杆，注重以身
边人身边事和“中国之治”的鲜
活教材来感染人、鼓舞人、说服
人、教育人，更好地在多元中立
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在多变
中把方向，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更
加坚定“四个自信”，更加自觉地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会议审议通过了《湖南省精
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2020年工
作安排》《2019年湖南省文明社区
(小区)、文明窗口单位、文明风景旅
游区、文明集市、文明餐饮示范店
名单》。 ■记者 贺佳 周帙恒

本报3月26日讯 今天上午，
省委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主持召
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
第三次会议暨洞庭湖生态经济区
建设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 总结
去年工作，研究部署今年工作。

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谢建
辉，副省长隋忠诚、陈文浩，省政
府秘书长王群出席。

许达哲强调，要牢记“守护好
一江碧水”嘱托，为建设清洁美丽
的万里长江作出湖南贡献。 始终
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将长江经济带发展的要求和规
定，落实到“一江一湖四水”；始终
坚持污染防治攻坚的方向不变、
力度不减，精准治污、科学治污、
依法治污，动真碰硬、真抓实干，
确保“一江碧水”长流。

许达哲强调， 要坚持问题导
向， 推动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
护修复。 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
展， 把中央交办督办问题整改落
实作为紧迫任务， 共同打造长江
经济带高效经济体。 要加快建设
大美湖区， 推动洞庭湖生态经济
区高质量发展。全面完成“三年行
动计划”任务，加快实施洞庭湖水
环境综合治理规划， 以提升水质
为中心加快污染防治， 以转型升
级为重点加快绿色发展， 以建设
我省开放“北大门”为方向加快开
放发展， 以保障粮食安全为目标
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积极创建长
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 守护
一湖清水、造福三湘人民。当前，
要加快推动岳阳创建长江经济带
绿色发展先行区， 加快实施一批
有利绿色发展的重大基础设施和
产业项目，抓好河湖连通、饮用水
源地保护、 化工企业园区搬迁改
造等工作。 ■记者 冒蕞

省检察院出台《意见》对涉疫情案件审查把关
湖南审查批捕涉疫刑事犯罪138人

3 月 26 日 下 午 6 时 ，
K6653次列车缓缓驶出岳阳
火车站， 来自湖北省洪湖市
的346名返岗复工人员将搭
乘此趟复工专列前往广东
省。这是湖南省、也是广铁集
团开行的首趟湖北籍农民工
复工专列。

通讯员 袁芳 李悦
见习记者 周可 摄影报道

我省首趟
湖北籍农民工
复工专列开出

杜家毫在省文明委第二十七次全体会议上强调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许达哲主持召开会议
积极创建长江经济
带绿色发展示范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