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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与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含各

分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全部从权

利（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权利、抵押权、质押权等）依法转让给湖南省财信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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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

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义务人等其他相关当

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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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619 号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13975095156

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城南西路 3 号财信大厦七楼

联系人：林先生

联系电话：0731-85196839

注：本公告资产清单列示贷款本息余额截至 2022 年 2 月 20 日，债务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法院判决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与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准日：2022 年 2 月 20 日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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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名称

祁阳鑫联矿产品贸易有限公司

祁阳县国泰铝材建材有限公司

新田县新天地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中科农业有限公司

道县远华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永州宏宇科技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永州市富兰岛咖啡饮食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

永州友谊万喜登酒店有限公司

永州市泉辉罐头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乡里美食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腾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湘潭碱业有限公司

张家界盛隆商贸有限公司

耒阳市龙形煤业有限公司

衡阳市朝阳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湖南衡阳新澧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金点油脂有限公司

娄底龙洲高尔夫培训有限公司

娄底市广顺贸易有限公司

娄底市水羊化工经贸有限公司

娄底市兴星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海程贸易有限公司

娄底市乡村驿站连锁物流有限公司

娄底五洲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吴哥世家服饰有限公司

担保人

章拥军、张海燕

唐佑生、曾金华、唐安荣、陈素理

邹良英、周朕宇、何锦富、杨井秀

文贻荣、邓春艳、文贻宣、石莉萍、黄明达、王德权

李世平、道县远华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黄小勇、鲁林妹、吕冬玲、陈玉林、永州宏宇科技新
型建材有限公司

刘轩华、刘厚甲、赵格屏、曾陈洁、杨燕、湖南江南奇
正科技有限公司

永州市永泰商贸城有限责任公司、黄青柳、胡永梅

黄丽燕、蒋柏尧、蒋善吉、永州市泉辉罐头食品有限
公司

邹仙权、罗白玉、郭建军、冯艳阳、樊建乔、罗伏全、
谭和平、湖南金海农产品有限公司、湖南乡里美食
有限责任公司

董迪龙、张放平、董跃文、杜祥玉、湘乡市腾龙化工
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久大（应城）盐矿有限责任公司、湘潭碱业有限公司

田富金、田云、张献丛、桑植县东风金地置业有限公司

许贵贤、耒阳市富弘能源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衡阳市南东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湖南三三合金集团
有限公司、湖南朝阳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李映红

四川联合新澧化工有限公司、湖南衡阳新澧化工有
限公司

石江泳、杨建梅、杨艳云、蔡艳梅、张雁翅、湖南金点
油脂有限公司

娄底市世纪商贸有限公司、湖南惠洋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谢洪平、何晓成、羊小莲、谢红梅、谢锦晖、李
清谷、谢毅晖

黄伊耕、黄志明、曾繁荣、贺爱清、曾雨洪、刘耀霞、
曾洪华、张端红、娄底市八里香大酒店有限公司、湖
南兴农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湖南八里香农业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

湖南土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湖南牧羊人集团有
限公司、曾翊、曾雯、李旭

湖南安石置业有限公司、湖南安石企业（集团）有限
公司、梁石安、周立新

刘朝阳，谢雄明，谢军，肖光仁

娄底市乡村驿站新时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刘超
战、谢平桂、谢娟、谢峰、谢徽

谢月良、蒋芳兰、湖南东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吴哥世家服饰有限公司、湖南吉昌服饰集团有
限公司、吴笃明、周捷、吴珊珊

本金

1,939,307.44

5,788,842.63

4,800,000.00

9,846,165.48

6,335,524.07

5,634,366.45

15,367,001.47

11,677,153.24

7,597,555.11

28,446,460.39

5,995,558.08

15,564,213.09

14,298,229.36

2,305,795.12

4,348,000.00

98,920,479.50

25,989,611.85

15,673,205.53

2,257,041.55

12,870,574.33

23,800,000.00

8,832,666.99

9,487,995.83

1,338,570.93

22,987,444.48

利息

1,646,856.03

3,283,510.74

2,311,351.87

5,506,107.54

3,528,411.51

3,214,460.47

5,186,576.13

5,296,822.42

3,987,550.94

5,097,902.20

3,184,816.69

15,936,870.00

8,391,217.37

2,367,291.38

683,789.53

10,990,938.15

14,266,884.02

7,320,581.95

1,903,528.65

14,157,452.09

2,742,776.96

4,009,383.09

1,435,328.03

996,698.89

12,494,325.17

本息合计

3,586,163.47

9,072,353.37

7,111,351.87

15,352,273.02

9,863,935.58

8,848,826.92

20,553,577.60

16,973,975.66

11,585,106.05

33,544,362.59

9,180,374.77

31,501,083.09

22,689,446.73

4,673,086.50

5,031,789.53

109,911,417.65

40,256,495.87

22,993,787.48

4,160,570.20

27,028,026.42

26,542,776.96

12,842,050.08

10,923,323.86

2,335,269.82

35,481,76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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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债务人名称

娄底兴源贸易有限公司

娄底市湘渝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娄底市同星米业有限公司

湖南新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康金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顺能贸易有限公司

冷水江市大丰生态农业综合开发
基地

冷水江市凯恒矿产品贸易有限公
司

怀化佳加家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麻阳泰丰绿色农业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

沅陵县星程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喜多多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五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临湘市鲁湘酒精有限责任公司

岳阳市欣源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岳阳华一商贸有限公司

醴陵湘军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湖南远征印务有限公司

株洲尚德贸易有限公司

常德华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三兄特色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新国线集团（常德）柳叶湖汽车站
有限公司

常德红花园肥业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浏阳市建辉纺织有限公司

担保人

周向鲁、梁细云、周为、吴熙、吴慧民、周斌、罗克琼、
王子闻、湖南新国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娄底市新展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邱红东、龚云霞

娄底市同星米业有限公司、娄底市同星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娄底市融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肖仲
望、蒋娟、肖玲、梁伦为

周小骏、肖星、姚仲鲁、李宇艳、刘建荣、周云华、周
向鲁、梁细云、湖南新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梁石安、周立新、梁常玉、谭孝希、梁瑞连、湖南安石
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安石置业有限公司

新化县温塘镇大同煤矿、湖南政和投资担保有限责
任公司、樊少青、谭艳芳，杨龙

段红福、邹沙

湖南湘峰锑业有限公司、杨政雄、袁娟、杨展雄、李
雪锋、杨腊生，童理香，娄底市开源投资担保有限公
司

杨宗文、谢正中、杨小东、曾国庆、怀化优果超市有
限公司

滕桂莲、张圣龙、麻阳苗族自治县供销合作联社、麻
阳泰丰绿色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舒腊莲、杨武、杨蓉、邓旺、湖南省兰波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

胡小英、程立新、胡松柏、王岸明、湖南省喜多多食
品有限公司

许平桂、谢艳、湖南平桂制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湖
南五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魏新国、方芳、临湘市鲁湘酒精有限责任公司

潘迪辉、赵冬平、黄望平、汪兴元、湖南三辉置业有
限公司

杨志、岳阳华一商贸有限公司

彭海明、周拥军、胡蓉、张超、周锦、夏志军、周建明、
湖南建明中油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黄永平、徐礼平、黄企、张婷、黄諝、黄忠生

许永初、聂建枚、株洲明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刘孟骅、刘梦军、皮丽化、北京华汇恒业投资有限公
司、喀喇沁旗金宝利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常德华汇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何建明、王昌立、何建安、肖兴军

陈维亚、刘云霞、新国线集团常德运输有限公司、新
国线集团（常德）柳叶湖汽车站有限公司

常德红花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常德市大洋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蒋红、黄炤霖、黄俊鑫、胡金建、熊惠
莉、肖明杰、郑红文、黄鹂、金鑫、刘波、向红

李建辉、施曼元、湖南省浏阳市建辉纺织有限公司

本金

9,179,100.06

1,445,281.57

16,766,962.26

16,723,293.81

7,433,950.30

7,738,482.36

7,800,000.00

7,098,117.61

24,179,998.14

7,896,783.74

11,600,000.00

26,699,999.09

10,800,000.00

11,393,170.43

7,192,808.19

5,800,000.00

12,540,616.16

1,779,857.11

14,382,581.67

33,299,183.05

8,872,145.87

15,557,370.43

8,998,653.95

6,649,999.92

643,930,118.64

利息

4,496,421.16

267,694.52

16,579,468.16

8,826,984.93

881,167.20

1,209,548.08

7,361,844.30

4,457,123.35

13,169,679.82

2,435,132.17

4,655,938.58

8,844,509.08

2,515,668.55

13,606,069.51

3,928,711.58

2,412,528.07

13,189,751.44

1,224,944.43

1,861,185.28

5,363,078.20

7,717,804.70

5,639,392.24

2,955,302.65

756,286.36

274,297,666.18

本息合计

13,675,521.22

1,712,976.09

33,346,430.42

25,550,278.74

8,315,117.50

8,948,030.44

15,161,844.30

11,555,240.96

37,349,677.96

10,331,915.91

16,255,938.58

35,544,508.17

13,315,668.55

24,999,239.94

11,121,519.77

8,212,528.07

25,730,367.60

3,004,801.54

16,243,766.95

38,662,261.25

16,589,950.57

21,196,762.67

11,953,956.60

7,406,286.28

918,227,784.82

湖南日报全媒体评论员 杨兴东

最近，长沙的“火热”，让市民深有感受。一面是

高温天气仍在持续；另一面则是热潮涌动的文旅消

费。连日来，评论员探访长沙市五一商圈发现，酒店、

酒吧门前停放着不少外地车。而来自长沙市交警支

队的信息显示：7 月 18 日—24 日的一周内，有将近 30

万台外地牌照车涌入长沙，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在

长沙开启了“逛吃逛玩”的模式。

作为网红城市，长沙在这个夏天又一次冲上了流

量顶峰。前不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其推特

账号上发布文章，分享了长沙黄兴路步行街美食广

场。就在同一天，同程旅行发布了《“毕业旅行季”消费

趋势报告》，其中长沙上榜最受毕业生及高校在校生

欢迎的旅游目的地十座城市。其他 9 座城市分别是：

昆明、成都、重庆、海口、西安、乌鲁木齐、武汉、广州、

贵阳。声名鹊起之下，长沙作为新兴的网红城市，如何

更好地迎接人们的喜爱，进一步向旅游名城迈进？

移动互联网时代，长沙能够吸引庞大的人气是

一种幸运，但有了人气如何持续巩固已有的良好口

碑，这是一道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课题。进入新时

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对旅游发展提出了

新要求。应该说，就长沙而言，旅游业发展“有没有”

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好不好”成为更加重要、紧迫

的考量。目前长沙在旅游发展方面虽然已经取得不

少成绩，但相对于西安、北京、成都等优秀旅游城市，

依然有差距，存在旅游景点少、可玩项目少、可停留

时间不长、配套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长沙打造国际

旅游中心城市，练好内功是关键。

“十四五”规划纲要要求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

展，明确提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打造独具魅

力的中华文化旅游体验。人们来长沙，可玩的远不止

“吃喝玩乐”。岳麓山见证着近代史上近半忠魂，“北

有兵马俑，南有马王堆”是考古界的佳话，橘子洲头

看“中流击水”……未来，长沙可以依托丰厚的历史

文化资源，精心打造“旅游+”系列业态，发展“旅游+

演艺”“旅游+文博”“旅游+体育”“旅游+教育”“旅

游+健康”等一系列个性化专业化旅游业态，提供个

性化、特色化、多样化消费产品，推动文化和旅游融

合发展，让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城市之美中进一步

感悟文化之美、陶冶心灵之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修身养性之道，中

华民族自古就把旅游和读书结合在一起，崇尚‘读万

卷书，行万里路’。”作为网红城市的长沙，人气很重

要，但提升旅游的思想内涵、文化品质同样重要。只

有让旅游成为难忘的精神之旅、文化之旅，才能更好

地满足人民群众旅游消费需求，推动旅游发展迈上

新台阶。

赵志疆

6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8742

亿元，扭转下滑态势，同比增长 3.1%。国

家统计局贸易外经司司长董礼华日前表

示，上半年，受疫情多发频发等因素影响，

消费市场受到较大冲击。在一系列促消费

举措下，消费市场正逐步回暖，加快恢复。

消费市场逐步回暖，进一步激发经

济发展活力。消费向好，一方面就是在畅

通国民经济循环，打通生产、分配、流通

等全链条。因为产品有地方去，整个循环

才能动起来。另一方面，也是在高效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应对疫

情对消费的影响。稳住当前消费，切实保

障消费供给，才能促进消费持续恢复。

当前，全球疫情仍处于高位，在做好

精准防控的基础上，稳住更多消费服务

市场主体，才能着力稳住消费基本盘。今

年 4 月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

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从系统全面促进

消费的角度，提出了 5 方面 20 项重点举

措。这些纾企解困的举措环环相扣、逐级

递进——促进消费有序恢复发展，稳住

消费基本盘，进而不断增强消费发展综

合能力。6 月份消费“成绩单”的良好体

现，应该说正是《意见》落地生效的直接

作用。

下一步，在推动《意见》落地落实的

同时，还必须在“稳”“保”“新”上下大力

气。“稳”就是稳住更多消费服务市场主

体，“保”就是保畅通、保供应、保民生、保

发展。“新”就是，以“数字产业化、产业数

字化”为主线，着力培育新业态新模式。

“稳”“保”“新”三管齐下，必将有利于充

分发挥适应防疫需要的新型消费优势，

为释放消费潜力增添新动能。

中国经济的韧性、潜力都很大，长期

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着眼下半年经

济工作，巩固正在修复的消费市场信心，

不仅需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也需

要市场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适应疫情

常态化防控下消费场景的革新，进一步

巩固和推广“云逛街”“云购物”“云展览”

“云走秀”“云体验”等在线经济，全力营

造安全放心诚信消费环境，灿烂的风景

就在眼前。

沈鑫杰

7 月 30 日，是马王堆汉墓发掘成果

发布五十周年纪念日。借此契机，湖南省

博物馆正式更名为湖南博物院。从传承

持重的“馆”到更具活性的“院”，体现的

是博物馆发展理念的迭代升级。

从“馆”到“院”，体现了湖南博物院

从展览型向研究型的跨越，投影出湖南

博物院构建文博界“元宇宙”的发展蓝

图，让承担文化传播使命的文物活起来、

走出去，标示出迈向现代化的一大步。

文化传承和发展不能固步自封、夜

郎自大，也不能为了迎合他人而摧眉折

腰、削足适履。只有在文物考古、研究、传

播等方面增强创新性和可推广性，打通

与学术界、技术界、文艺界、传媒界之间

的壁垒，才能强圈、扩圈，持续提升我国

文物的曝光度、认可度。近年来，甘肃省

博物馆对马踏飞燕周边文化产品的“萌

化”，央视对举世瞩目三星堆遗址考古发

掘报道视角的非严肃化转变，无不是一

种传播途径、表达方式的创新与探索。全

新出发的博物院，将更加注重馆藏文物

如何走出去，成为更多老百姓的传统文

化学习基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博物馆是保护

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文博工作

者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据报道，未来几

年湖南博物院还将在组建联盟、学术交

流、文化 IP 打造等方面充当“破壁者”。

深入挖掘文物的文化内涵，拓宽文物的

传播路径，让最具代表性的文物出圈甚

至出国，发扬悠久璀璨的中华文明，是博

物馆向现代化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进

一步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创新之举。

投稿邮箱：hnrbxwplb@163.com

声名鹊起之下，长沙如何向旅游名城迈进 消费市场逐步回暖
进一步激发经济发展活力

从“馆”到“院”
是发展理念的迭代升级

今年 4 月以来，中央网信办会同相关部门开展为期三个月的“清朗·整治网络直播、短视

频领域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打击“色、丑、怪、假、俗、赌”等违法违规内容，从严整治功能失

范、打赏失度、违规营利、恶意营销等突出问题。

要流量，更要正能量。“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美，应该有助于人民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有意

义、有价值、有情趣的人生。”网络直播、短视频行业，只有推出高质量的产品、有品位的内容，

才能真正赢得用户和市场，赢得长久发展。 文／杨兴东 图／陶小莫

新闻 漫画

要流量，更要正能量

然玉

当你点外卖或堂食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疑惑，前

脚刚点完餐，外卖很快就送到或者服务员很快就端上

菜来，速度快得超出预期。为什么能这么快？因为你吃

的是预制菜，而并非现做的菜肴。预制菜简化了繁琐的

买菜、洗菜、切菜、烹制步骤，撕开包装复热一下就能

吃。有业内人士表示，平时我们去餐厅其实也很少能吃

到现做的菜，大约 60%都是急冻预制菜，其中以一些小

规模的连锁店和家常菜饭馆尤为突出。

一个大趋势是，大城市的大众餐饮谱系，离传统意

义上的“好吃”越发的远了。在这种大背景下，“差强人

意”的中规中矩，或者说平均线上的“不难吃”，成为主

流状态——而这，恰恰是“预制菜”很容易做到的。这种

“高性价比”的制菜模式，极大压缩了“现制现炒”方式

的生存空间。“打不过就加入”，久而久之，越来越多的

饭馆都加入了预制菜的阵营。

预制菜是个中性的表述，其本质就是工厂化、流水线的

标准件，取代了厨师以用心与手艺烹饪出的“菜肴”。复热的

预制菜，被很多人认定没有锅气、没有灵魂。可以预见的是，

今后“传统饭馆”与“预制菜餐厅”，终将分野。

对预制菜生产企业来说，口味决定它能飞多高，安全决

定它能走多远。菜品冷藏温度、运输方式等因素，决定了预

制菜带给人们的体验。尤其是高温天气下，预制菜的质量更

给这个行业的行稳致远带来挑战。中国菜系繁多，预制菜唯

有在稳定的菜品口味与捍卫“舌尖上的安全”方面多下功

夫，才可能真正赢得市场口碑。

预制菜可以
飞多高、走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