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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衡阳鑫剑重机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及担保人：刘子强、赵菲、刘昱、杨

君、罗方兰、李晓斌、宋建波、刘慧、肖

启信、贺晓飞、戴芳、尹晓钟。

2022 年 8 月 31 日，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以

下简称“华融”）与长沙谷励贸易有限

公司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华融将其

依法享有的附表 A 中所列债务人和担

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转让给长沙谷

励贸易有限公司，原合同内容不变。

中国华融湖南分公司作为上述债

权和担保权利的转让方，以及长沙谷

励贸易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和担保

权利的受让方，特此要求债务人/担保

人或债务人/担保人的权利义务承继

人，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向长沙谷励

贸易有限公司履行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担保责任。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罗女士

联系电话：17773457689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分公司

长沙谷励贸易有限公司

2022年 9月 27日

债权转让与债务催收通知

附表A：《债权转让与债务催收通知》项下债权明细表

债务人名称

衡阳鑫剑重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衡阳鑫剑重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衡阳鑫剑重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名称、编号
（或合同签订时间）

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华银衡（船山支）
流资贷字（2016）年第（098）号

最高额抵押合同华银衡（船山支）最
抵字（2014）年第（248）号

最高额抵押合同华银衡（船山支）最
抵字（2015）年第（140）号

担保人（包括保证人、
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刘子强、赵 菲

刘 昱、杨 君

肖启信、贺晓飞

宋建波、刘 慧

尹晓钟、戴 芳

罗方兰、李晓斌

担保合同名称、编号（或合同签订时间

最高额保证合同华银衡（船山支）最保
字（2016）年第（098-1）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华银衡（船山支）最保
字（2016）年第（098-2）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华银衡（船山支）最保
字（2016）年第（098-3）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华银衡（船山支）最保
字（2016）年第（098-4）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华银衡（船山支）最保
字（2016）年第（098-5）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华银衡（船山支）最保
字（2016）年第（098-6）号

序号

1

债务人

衡阳鑫剑重机设备
制造有限公司

本金
（人民币元）

13000000.00

利息（人民币元，
暂计算至2022年

6月 30日）

11815378.37

担保情况

抵押物：抵押物为位于衡东县大浦镇工业园厂房及工业用地使
用权，其中厂房面积 13523.08 平方米，土地面积 26185.3 平方
米。保证人：刘子强、赵菲、刘昱、杨君、肖启信、贺晓飞、宋建
波、刘慧、尹晓钟、戴芳、罗方兰、李晓斌

原债权银行

华融湘江银行
衡阳船山支行

“不戴头盔是不安全的，天气热也要坚持戴好，要对自己

负责，对家人负责。”“这么小的摩托车怎么能坐三个人呢？”

这是茶陵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戴帽工程”整治现场劝导

场景，也是该大队以交通顽瘴痼疾集中整治促干部能力提升

的一个缩影。

今年来，茶陵县建立健全“部门联勤，城乡共治”工作机

制，全县 18 个乡镇（街道、办事处）先后召开了“戴帽工程”推

进会议，号召了 1200 余名干部，结合各个重要节点，在国省道

沿线、集镇墟场、临水临崖等重点路段开展秩序整治、值守劝

导、安全宣传等工作。

“通过集中整治行动，我们把干部派到乡镇、走进校园，

不仅收获了较好的成效，还锻炼了干部一线文明执法、温情

执法的能力。”茶陵县交通警察大队负责人说。

据统计，3 月份以来，茶陵交警共计进企业开展宣传 590

场次，进学校 390 场次，进社区（村组）550 场次，发放宣传手册

6.5 万份，曝光相关案例 152 起，查处相关违法行为 3.5 万起，

教育劝导 6.5 万人次。

目前，茶陵县内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戴帽率提

升明显 ，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相关伤亡交通事故同比减少

35%。 （付强 刘磊 戴鹏）

茶陵交警在顽瘴痼疾整治中
提升干部能力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昌小英

通讯员 胡金国 陈思贤

【名片】

甘红星，邵东市魏家桥镇人，湖南科瑞

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

该公司颠覆了以动物内脏或羊毛脂为原料

提取胆固醇的传统，主要研发生产以植物源

为原料的胆固醇，产品销往国外。受疫情影

响，企业订单锐减、新客户开发困难。为摆脱

困境，公司加大研发投入，不断开发新产品，

企业逆势增长。2021年，该公司被评为湖南

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破零倍增”行动标杆

企业、湖南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故事】

9 月 19 日，湖南科瑞生物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甘红星组织研发人员召开技术分析会。

“产品研发是公司头等大事。”甘红星

介绍，这样的会议，他每周都要组织召开，

“把产品做好、做强，不愁没市场。”

如今，该公司研发生产的植物源胆固

醇系列产品成为全球独家产品，填补市场

空白。2021 年来，公司借助该系列产品，转

亏为盈。去年，实现销售收入 1.58 亿元、利

税 6000 余万元。

销售下降，研发投入不减反增

甘红星 1987 年从中南大学化学系毕业

后 ，深 耕 生 物 医 药 领 域 ，在 湖 南 湘 中 制 药

厂、湖南荷蒙制药有限公司等多家医药企

业担任研发要职，有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及

创新成果。

2007 年，美国一教授邀请甘红星一起

研发植物源胆固醇。“当时，全球只有动物

源胆固醇，而植物源胆固醇明显更安全、更

符合环保要求。”甘红星介绍，胆固醇医药

辅料用量大，在化妆品、饲料等领域也广泛

运用，很有发展前途。

他带领团队攻关此课题 10 余年。

2018 年，植物源胆固醇前端产品研发

成功，在美国上市。为开发市场，甘红星赴

美洽谈，与某企业达成合作，但一年仅出口

几十公斤。

甘红星还在努力开辟市场时，2020 年，

疫情蔓延全球，植物源胆固醇不仅没找到

新客户，唯一的合作商也被收购，合作难以

为继；公司其他产品销售也大幅下降。受国

际航班减少的影响，公司物流成本大大提

升。“当年，我们销售下滑严重，减少 500 多

万元销售收入！”甘红星说。

失去市场的植物源胆固醇是否继续开

发？公司高层有了不同一样的声音。

“越是身处逆境，越要奋勇向前。植物

源胆固醇是顺应市场发展的新产品、好产

品，一定要做下去！”甘红星力排众议，顶着

成本压力将公司研发投入，由原来的占销

售收入的 8%提升到 13.65%。投资 500 余万

元，在长沙高新区成立新的研发中心，新引

进 20 余名研发人员。

功夫不负有心人，公司科研团队很快

找到了更环保、成本更低的植物源胆固醇

提取原料。还开发出 5 个植物源胆固醇衍生

物新产品，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酒香不怕巷子深。2021 年，德国某知名

制药企业对植物源胆固醇表示极大兴趣，

双方开始合作。该产品被广泛运用应用于

美妆及信使核糖核酸疫苗领域，当年销售

达 3.15 吨。

今年 1 月，植物源胆固醇项目还获得全

国颠覆性技术大赛总决赛优胜奖。得益于

科技创新，目前该公司植物源胆固醇成本

下降 60%，盈利增长 40%。

科技创新驰而不息，抢占国际
国内市场

9 月 21 日，科瑞生物本部研发实验室，

科研人员一丝不苟地进行产品试验。

“吸取植物源胆固醇项目的成功经验，

我们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开发更多的

‘植物源’新产品。”甘红星介绍，目前，该公

司已有 9 个独立合成实验室，配备高级仪器

设备 200 余台，研发技术人员达 50 多名，全

面攻关新课题。

该公司坚持自主研发的同时，也注重

产学研合作。与湖南大学、中南大学、邵阳

学院等高等院校合作，按照国际化标准推

进新药品研发。还投入 1000 余万元，进行企

业环保改造。

科技创新驰而不息。去年以来，该公司

成功开发出“植物源”合成维生素 D、植物胆

酸系列产品及油菜素内脂等新产品。公司

传统产品非那雄胺、度他雄胺系列产品的

平均成本也比同行降低 30%。目前，企业产

品种类较以前增加 10 余种，其中多个产品

填补国内外市场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销往美国、德国、印度、南非等国家和地区。

3 年来，科瑞生物借助科技创新逆势突

围，产品销量和利润大幅提升。2021 年，公

司生产总值、税收均较 2019 年翻番。今年截

至 8 月底，销售收入已达 1.5 亿元，接近去年

全年销售总额。

植物源胆固醇目前主要销往国外。为

抢占国内市场，科瑞生物正积极对接，配合

相关部门制定该产品在国内的生产标准。

“该项目已获国家药典委员会受理立

项，预计 2 年内可在国内市场运用。”甘红星

表示，植物源胆固醇一旦在我国上市，企业

又能迈出发展的一大步。

【感言】

狭路相逢勇者胜
昌小英

湖南科瑞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把创

新当做企业头等大事，注重新产品研发，矢

志不渝走创新之路。用甘红星的话来讲，企

业要想在市场上有立足之地，产品必须做

到“人无我有，人有我强。”

“产品与人一样，是有生命周期的，只

有不断创新，才能不被市场淘汰。”甘红星

说。基于这样的认知，科瑞生物顶住疫情带

来的压力，追加研发投入，一门心思把产品

做 好 做 强 ，终 为 公 司 打 造 逆 境 中 突 围“ 利

器”。

狭路相逢勇者胜。在当前全球疫情反

复、国际形势复杂的大环境中，一个企业想

要发展，创新必不可少。只有拿出技术含量

高、质量好、成本低的产品，才能在某一领

域赢得发展空间，永远挺立市场潮头。

联手护湖
——我省开展洞庭湖湿地生态保护

联合巡护执法行动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彭雅惠

9 月 26 日，我省启动洞庭湖湿地生态保护联合巡护执法行

动。这是我省首次打破行政区域限制，由林业、渔政、公安部门联

手，在东、南、西洞庭湖全水域开展共治共护。

在我省遭遇严重旱情、洞庭湖城陵矶站水位降至历史同期

最低值时，为何打破常规，实施联手护湖？

确保候鸟和江豚安全

“洞庭湖湿地的生态安全面临严峻考验。”省林业局副局长

李林山告诉记者，洞庭湖是全球 9 条重要候鸟迁徙通道之一，也

是全球 200 个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之一，其生态战略地位极

其重要。持续干旱使今年洞庭湖湿地候鸟保护、禁止非法捕捞等

出现新情况，对执法提出更高要求。

仅在东洞庭湖区域，后湖、团洲外滩、白湖、七星湖、扁山湖、

红旗湖等核心区共有超过 5 万公顷水域和滩涂完全干涸。“这片

候鸟越冬地，今年可以毫无难度地进入。”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高大立说，频繁的人类活动会对候鸟造成

严重影响，一旦人们在核心区进行非法捕捞，可能会对江豚致

伤、致死。

“过去的执法模式，受行政区域限制，分散了执法力量，且在

交叉区域职责不明，容易形成保护‘死角’。”李林山说，此次联合

巡护执法就是为了全领域、无死角保护湿地生态安全。

无缝对接助力执法“长牙带电”

上午 11 时，东洞庭湖扁山水域的沙滩上，上演了一场围追

堵截。

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现有人非法渔猎，渔

政和公安执法人员 5 分钟内驾船靠岸，拦截住 2 名骑着电动摩托

车狂逃的非法渔猎者。

“洞庭湖湿地核心区，禁止一切垂钓、捕捞行为。”执法人员

告诉记者，干旱大大加长了岸线，抓住违法捕捞，往往要打“时间

战”。

漉湖水域属于东洞庭湖，由岳阳市管辖，但从该市水上联合

执法基地乘船出发，约需 3 小时才能到达。“今年来，在漉湖发现

过几起非法渔猎线索，等执法人员赶到，早就人去岸空。”高大立

表示，漉湖水域离益阳市水上联合执法基地很近，今后，两地联

合执法、无缝对接，将真正让执法在这片水域“长牙带电”。

除了严厉打击非法捕捞外，洞庭湖湿地生态保护联合巡护

执法还重点针对破坏湿地行为，包括开围、填埋及排干湿地，截

断湿地水源、挖砂、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和垃圾，从事房地产、光伏

发电等不符合湿地保护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目和开发活动，

破坏湿地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擅自放牧、取土、排污等。

候鸟“偷食”务必手下留情

“此次开展联合巡护执法，还有一项特别任务。”省林业局湿

地中心主任宋自力介绍，今年秋冬洞庭湖越冬候鸟可能向湖外

流域扩散，进入人类生活、养殖区域觅食，执法人员将负责普法

和监督开展生态补偿。

生态补偿，是为了解决人鸟争食，我省在东洞庭湖区域进行

的“试点”。经申请，中央财政于 2014 年、2020 年、2021 年度分别

下达资金 4000 万元、200 万元、2000 万元，用于洞庭湖保护区及

其周边 1 公里内鸟类、麋鹿等野生动物损害农作物的补偿。

截至 2021 年 8 月，我省已补偿 2016 年至 2020 年东洞庭湖湿

地及周边区域因湿地和鸟类保护而受到经济损失的区域，包括

农作物受损的耕地以及退养还湿的生态养殖区域；并对君山区、

华容县、岳阳县，由当地政府出资购买了 2021 年至 2023 年陆生

野生动物致害公众责任保险。

“确实因野生动物遭受损失的农户，一定会得到经济补偿。”

宋自力提醒，如发现候鸟“偷食”，请务必手下留情。而伤害或致

死国家保护鸟类，将承担刑事责任。

湖南日报9月 26日讯（全媒体记者 彭雅惠）9 月 26 日清早，

君山岛畔的洞庭湖水域，约 30 只白琵鹭加入常年驻留于此的白

鹭、池鹭群，在洲滩上觅食，偶有风吹草动，它们便“哗啦啦”展翅

飞起。

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消息，首批越冬候鸟抵达

洞庭湖区，拉开洞庭湖候鸟越冬序幕。通过比对多年监测记录发

现，来自我国北方的白琵鹭已连续多年成为首批抵达东洞庭湖

的越冬候鸟，而今年它们的到达时间比去年提早了 15 天左右。

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逾 15 万公顷，1992 年被列

入世界重要湿地名录，是我国乃至全球重要的湿地和候鸟保护

区。保护区内水草繁茂、鱼类资源较丰富，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

此栖息，有记录的鸟类多达 346 种。目前，还未到越冬候鸟飞抵高

峰期，第一批抵达的候鸟数量不多。按照往年经验，还有大批白琵

鹭和灰鹤、小白额雁、黑鹳、豆雁等多种鸟类将紧随其后到达。

针对今年洞庭湖提前进入极枯水位情况，保护区正积极开

展生态补水，科学调控子湖水位，并加大生态保护执法力度，为

即将来湖区越冬的候鸟“大军”做好准备。

岳阳荆州开展
区域党建合作共建

湖南日报9月 26日讯（全媒体记者 徐典波）今天，岳阳市与

湖北荆州市共同举行“红色领航护碧水、共抓保护促发展”区域

党建合作共建启动仪式。两地共同发表合作宣言，签署区域党建

合作框架协议，发布“一带三区”合作概况地图，3 个先导示范区

分别签署合作协议。

岳阳和荆州共有长江岸线 163公里，根据合作协议，两地将实

施区域党建“一带三区”创建行动，重点打造长江荆江段—洞庭湖

区域党建合作示范带和石首市—华容县、监利市—君山区—云溪

区、洪湖市-临湘市等 3 条区域党建合作示范区，重点实施“党建

共建”“干部共育”“产业共联”“区域共治”4项示范工程。

岳阳与荆州实施“3+5+7”系列党建合作，将组织3场联合学习培

训、理论交流研讨、成果联合推介；聚焦“红色驿站”共享、“红色教育”

培训、“双向奔赴”培养、“毗邻共进”发展、“治理先锋”联动5项行动，

推动结对县（市、区）为主导的合作走深走实；以沿长江的荆州石首

市、监利市、洪湖市，岳阳华容县、君山区、云溪区、临湘市7个县（市、

区）为主体，以党建引领共治共享，拓展区域党建合作维度，在党建共

建互动、经济发展互补、文旅融合互促等方面携手共进。

湖南日报9月26日讯（通讯员 贺美花）

首届湖南省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大赛日前

启动，以推动科技创新、产业进步、科技成

果转化。

大赛设立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技术、科技

创新人物、科技创新企业三个赛道，将决出先

进制造业十大科技创新技术、十大科技创新人

物、十大科技创新企业等。

大赛由院士专家组成评审团队。获奖

的科技创新技术和企业，将作为推荐参加

省长质量奖遴选的重要依据；大赛名次靠

前的科技创新技术、人物和企业，将作为推

荐获得省内各园区政策支持的重要依据。

大赛还搭建起“创新对接”平台，为大赛项

目提供展示推介、创投指导和孵化培训，助

力科研成果转化，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科技

创新深度融合，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

这次大赛由省科协、省科技厅、省工信

厅、省市场监管局、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联

合主办，湖南湘江新区科技创新和产业促进

局、湖南省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联盟承办。

我省首届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大赛启动

在坚守中毅行

疫情袭击、销售下降，湖南科瑞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顶住压力，加大研发投入不懈攻关——

植物源胆固醇独步全球市场

童声迎国庆
9月 26日，洞口县山门镇市镇完小，学生在演唱《我

和我的祖国》等歌曲。国庆临近，该县各中小学校开展“童

声迎国庆，共筑中国梦”主题活动，让孩子们通过传唱经

典革命歌曲，抒发爱国情怀，表达对党、对祖国的深厚感

情。 滕治中 米赛男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 9 月 26 日讯

（全媒体记者 张尚武 胡盼盼

通讯员 张政兵 林宇丰）湖南

省水稻病虫害防控效果暨植

保贡献率评价试验现场观摩

会今天在醴陵举行，与会代表

普遍认为，水稻病虫害防与不

防，效果大不同。专家组现场

评估，醴陵开展晚稻病虫害防

治效果试验，预估植保对晚稻

产量的贡献率达 48.7%。

记者在泗汾镇枧上村试

验现场看到，科学防控区 100

亩，有植保专家挂牌指导，水

稻病虫害防控采取精准测报、

昆虫诱杀、科学用药，晚稻长

势良好，穗长粒多、丰收在望。

完全不防的对照区，二化螟、

稻飞虱、稻纵卷叶螟等害虫造

成危害，可见枯心、枯鞘现象，

还成团出现“白穗群”。

水稻病虫害防控，技术要

求高。农民自发防控区，病虫害

损失比不防区大大减轻。但对

比专业化统防统治示范区，估

计减产 25%左右。前来观摩的

种粮大户罗文华说，种了几十

年水稻，自己算得上“老把式”，

但从病虫害防治对比看，还是

要听专家的话，不服不行。

植保专家在田间挑出晚稻“病株”，剥开每

根枯心的禾秆，都可找到二化螟。据现场讲解，

二化螟又叫钻心虫，是我省水稻生产的主要害

虫。由于二化螟发生时间长、防治难度大，专业

化统防统治效果好。与会代表直呼大开眼界，

病虫害防与不防大不一样，效果看得见。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湖南开展

水稻病虫害防控效果暨植保贡献率评价，试

验设计科学合理、对比效果明显，同时采取

农科教结合，部门间协同，社会力量参与，为

全国树立了典型。

今年首批冬候鸟
抵达东洞庭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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