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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拟对衡
阳鸿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 项目的担保方
式为抵质押和保证担保。

债权情况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拥有衡

阳鸿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包括债权本金 4363.81 万
元及相应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为实现债权所垫付的相
关费用等，最终以确认的债权处置基准日确认为准。 债务企
业以位于衡阳市雁峰区环城南路 47-59 号“雁府铭座”项目
15669.01 平方米在建工程提供抵押担保。 控股股东陈济泽、
股东罗伟建以持有的衡阳鸿源 10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控
股股东陈济泽及配偶罗伟利、 股东罗伟建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欲了解债务人、 抵押物及保证人详细信息请登陆公司
网站 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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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
公告发布日期：2020 年 7 月 20 日，公告有效期限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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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
关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欧先生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13974820500�����联系电话：17375888101
联系电话：0731-84456442
传真：+86（0731）84495593
通讯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湘府西路 31号鑫远国际大厦B座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宋先生
联系电话：0731-89923416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湖南分公司
2020 年 7 月 20 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关于衡阳鸿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孩子在路上被小车撞伤，受
伤严重，住院七个多月，还需要
休养半年。孩子的家人把肇事司
机起诉到法院， 除了医疗费用
等，还在起诉书中要求赔偿住宿
费、补课费，这些费用能得到法
院支持吗？近日，岳阳平江县人
民法院审理了这起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的案件。

2018年10月，11岁的小刘出
门被一台小车撞倒在地受伤，马
上被送往医院，治疗期间，花去医
疗费四十多万元，住院二百多天。
后经过鉴定构成九级伤残。 事发
后， 小刘的父亲多次找到肇事司
机吴某及小车投保的保险公司赔
偿，但未能达成赔偿和解协议。

今年2月， 小刘向平江县人
民法院起诉，要求吴某及保险公
司赔偿包含医疗费、 住宿费、补
课费在内的损失共计八十万元。

而两被告在庭审中对两项
费用提出异议，一是补课费，他们
认为已经在其他的损失项目中赔
偿了，不应再重复计算；其二是住

宿费， 他们认为原告赔偿项目里
面有住院伙食补助费， 不应当计
算在赔偿项目内。

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 小刘
作为未成年的在校学生， 在受义
务教育阶段受伤， 因伤情住院
286天，同时还需休养半年，时间
较长，必然会导致学业上的耽误。
小刘需要将落下的课程补起来，
就必然会发生一定费用， 故补课
费属于合理且必然发生的费用，
应当予以支持。对于住宿费，在小
刘住院期间其病历及医疗费发票
上显示，小刘属于家庭病房，医疗
费发票上显示其没有产生床位
费， 因此该住宿费可以认为是为
节省开支而产生的床位费， 属于
必然发生的费用， 该费用的发生
也是合理的，故此应当予以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后，被告保险
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岳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依
法判决驳回上诉，一审判决支持
了小刘的诉讼请求。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李发达

“晚上8点，正当我们即将抵
达车辆停留位置时，接到值班组
同事反馈，犯罪嫌疑人约见家属
马上在另一处交付财物。” 办案
民警说，车辆停留位置和交付财
物位置相距十几公里，怎么可能
在瞬间完成。为此，警方大胆推
测， 嫌疑人不止监控中出现的3
名黑衣人。

那么，被绑的刘先生目前到
底在哪一伙人手里？ 情况紧急，
为了确定刘先生的位置，同时确
保将所有嫌疑人一网打尽， 申
建军立即决定，追车组继续跟踪
别克车，他则带人陪同家属前往
交钱地点蹲守， 两边同时抓捕，
确保刘先生安全。

晚上9点， 别克车出发向城
内开去，追车组民警跟上，随时
准备实施抓捕。同一时刻，所长
也已带人蹲守在了交钱地点，只

等嫌疑人出现。这时，前来交易
地点的嫌疑人出现了。 一声令
下，民警迅速将3名嫌疑人控制，
而刘先生就在这3人手中， 被民
警成功解救。

与此同时，别克车在人民南
路停了下来，接到刘先生被解救
的消息后， 民警们决定立即对3
名黑衣人进行抓捕。为了不让周
边群众受到惊吓和伤害，黄宝定
带领文职许佳希下车沿途追踪，
直到一处人员相对稀少的地方
才亮明身份， 将3名嫌疑人当场
抓获。

经查，嫌疑人庞某利与刘先
生有经济纠纷，所以想采取这种
方式来找刘先生要钱，殊不知已
经触犯了法律。目前，犯罪嫌疑
人庞某利等人因涉嫌非法拘禁
罪均已被鹤城公安分局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不给50万就“撕票”？ 警方3小时破案
黑衣壮汉、使用租赁车辆、绕圈躲避监控……6名犯罪嫌疑人被抓

“报警人说接到陌生电话，对方表示不给50万，她的
丈夫活不到第二天。”7月19日， 记者从怀化鹤城公安分
局获悉，该局城中派出所民警快速出击，仅用3小时就破
获一起非法拘禁案，抓获犯罪嫌疑人庞某利等6人，成功
解救了被拘禁人，扣押作案车辆2台。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段世铜 实习生 刘蓓

7月16日，办案民警和嫌疑人在怀化市看守所门口。 警方供图

周旋、调查，锁定车辆停留位置

7月14日晚6点， 怀化市鹤
城区城中派出所接到市民曾女
士报案。“报警人说一个陌生电
话称其丈夫刘先生在他们手中，
要求她准备五十万，否则她丈夫
活不过明天。”接到报警后，民警
立即开展了侦查工作。

通过侦查发现，当天下午3
点， 刘先生在鹤城区某快餐店
门口被3名黑衣壮汉强行带上
一台别克商务车并迅速驶离现
场。

一小时后，该车在城内绕圈
躲避监控，然后消失在高铁站附

近。此时，刘先生电话无法接通，
监控上也找不到嫌疑车辆的踪
迹，侦查工作陷入了僵局。

为了找到嫌疑车辆，办案民
警兵分两路。一方面所长申建军
带人陪同家属与犯罪嫌疑人周
旋拖延时间；另一方面刑侦中队
长黄宝定带人在外追查别克车
下落。由于监控已经找不到车辆
行踪，民警决定从车的来源入手
调查。经过调查发现，嫌疑人使
用车辆为租赁车辆。民警通过其
他途径，成功锁定了车辆停留在
城郊的位置。

蹲守、抓捕，3小时营救人质

孩子出车祸耽误一年学习
法院：补课费也得赔

本报7月19日讯 呼吸困
难、全身软绵绵 、头都竖不稳
……6个月大的青青（化名）一
出生就和别的孩子很不一样，
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儿科被
确诊为罕见的庞贝病，一种被
称为“不治之症” 的罕见病，
如不及时治疗随时可能死亡。

不幸中的万幸，特异性的
酶替代疗法使得这个“不治之
症” 有了治疗的希望。7月17
日，湘雅专家为青青开展了首
次酶替代治疗，让她的症状得
到明显改善，此为湖南省首例
婴儿型庞贝病的酶替代治疗。

庞贝病又称Ⅱ型糖原贮积
症， 是一种典型的基因缺陷引
起的先天性疾病， 是一种进行

性恶化、 致死率高的严重神经
肌肉病变。过去，庞贝病被认为
是“不治之症”，特异性的酶替
代疗法则让这类罕见病患儿有
了治疗办法。 然而治疗药物价
格昂贵，1个10公斤体重的患儿
每年治疗费用超过50万元，随
着体重增加， 费用可高达每年
200万元～300万元。如此高昂的
费用，大多数家庭都无法负担。

庆幸的是， 从2020年4月1
日起， 治疗庞贝病和戈谢病的2
种罕见病药物已纳入湖南省医
保特药管理，在特定的药店和医
疗机构门诊按规定使用， 可按
70%的比例报销。
■记者李琪通讯员何芳张慈柳

实习生 孟凡佳

湘雅医院开展我省首例婴儿型庞贝病的酶替代治疗
为“不治之症”患儿带去新希望

本报7月19日讯 近日，在长
沙马栏山安置小区，肖某霸占前
妻住房7年不肯搬离， 直到法官
下达最后通牒，他才肯乖乖搬离。

事情缘于8年前的一桩离婚
官司，因感情不合姜女士向法院
起诉与丈夫肖某离婚。隔年，法院
判决两人离婚，马栏山安置小区
的房屋居住权判给了姜女士。判
决文书下来后，肖某趁着姜女士
上班不在家更换了门锁。

“这几年我都是租房住。”谈
及房屋被强占的这几年，姜女士
声音哽咽。 让她更气愤的是，肖
某曾在2018年时试图出售这套
房屋，并收了2万元买房首付。

直到执行法警下达最后通
牒， 阐明拒绝执行的后果时肖
某才服软，表示愿意配合执行。

■记者 杨昱 实习生 雷其荣
通讯员 刘笑贫

霸道前夫强占住房
法院执行强制搬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