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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受湖南广和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
广和实业”）的委托，对湖南湘赣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湘赣物流公司”）40%股权发布转让公告。
一、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湘赣物流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1 月 11 日， 位于茶陵县
城关镇云盘街，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整，为湖南广
和实业全资子公司。 公司经营范围：物流园的投资、建设、
经营管理；物流园仓储租赁；仓储、装卸、配送、物流信息、
货运代理（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根据湖南华信求是地产矿产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
具的湘求是资评报字 [2016] 第 026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以
2016 年 3 月 31 日为基准日， 湘赣物流公司经评估的资产
总计为人民币 2011.25 万元， 负债总计为人民币 117.31 万

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1893.94 万元。 目前，湖南广和实业拟
将持有的湘赣物流公司 40%股权进行转让， 转让行为已形
成内部决议并经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批准。
二、挂牌价格：人民币 796.4万元。
三、联系方式：唐女士 0731-84178680

����������邝先生 0731-84178608�
四、 公告期限： 自 2016年 6月 1日起至 2016年 6月 29日
17：30时整止。 如在本公告期限内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条
件的意向受让方,则采取网络竞价的交易方式确定受让方。
五、其他需披露的事项、付款方式等详细信息请登录湖南
省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hnaee.com�。

湖南湘赣物流有限公司 40%股权转让公告

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
2016年 6月 1日

本报5月31日讯“小朋友们，在人
体心跳呼吸停止后的4分钟内进行急
救，可以挽救生命！”今天上午，在孩子
们的连连惊叹声中，省儿童医院“护童
计划”———儿童急救技能进课堂100场
公益巡讲正式启动， 首站走进长沙市
雨花区枫树山小学，为全校2000余名小
学生送上一份六一儿童节健康大礼。

据悉，省儿童医院启动的“护童计
划”———儿童急救技能进课堂100场
公益巡讲， 计划从2016年6月1日起，
利用3年左右的时间， 在全省范围内，
联合卫生、教育、媒体及爱心单位和公
益组织开展100场儿童急救技能进课
堂公益巡讲活动。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姚家琦 李奇 本报5月31日讯 今天
下午，在长沙市仰天湖小学
上演了一场小学校园版“我
是歌手” 总决赛， 历时3个
月，从全校近千名参赛选手
中脱颖而出的12名校园“歌
王”登上舞台，为大家展示
自己的优美歌声。台下坐着

近百位专业而又酷爱音乐
的大众评委。

仰天湖小学校长谢宏
斌介绍， 六一儿童节来临
之际， 该校特别举办了一
场校园歌手争霸赛。 比赛
模式与深受孩子们关注的
“我是歌手”、“超级女声”

等节目很相似， 从班级海
选到复赛再到今天的总决
赛历时3个月， 参与面广，
全校六成以上学生均参与
了比赛。值得一提的是，今
天决赛的所有节目都是由
学生自编自导自演。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宋蓓蓓

行礼、净手、入场、加冠
……5月31日下午， 一场传
统“成人礼”在湖南师大附
中举行。该校两名高三学生
代表身着汉服， 行冠笄之
礼，用最“原汁原味”的华夏

汉民族传统方式宣告自己
长大成人。近千名高三学子
见证了整个仪式过程。

整个成人礼持续近半小
时。该校相关负责人介绍，“对
于高三学生来说，在毕业典礼

上为他们举办一场‘成人礼’，
有助于他们传承‘感恩父母、
尊师重孝’ 的传统道德理念，
认识自我价值， 明确社会责
任，培养专一务实、敢于担当
的品德。” ■记者 黄京

本报5月31日讯 讲台
下坐的是小女巫、 美人鱼、
小红帽、白雪公主，讲台上
站的是魔法师、冰雪女王还
有哈利波特；校长呢？校长
变成了阿里巴巴，校门口还
有四十大盗……明天是六
一儿童节，今天，长沙麓山
国际实验小学早已变成童
话的世界，老师带着孩子们
沉醉在童话的王国里。

上午9点， 长沙市政府
秘书长谭勇，长沙市教育局
局长卢鸿鸣一行来到这座
童话的王国。他们有的配上
了“匹诺曹”的鼻子，有的戴
上了小矮人的帽子，走进孩
子们筑造的童话世界……

为了让孩子们度过一
个不一样的节日，麓山国际
实验小学举办了此次童话
节活动。 该校校长黄斌介

绍， 为了迎接童话节的到
来，从4月开始，学校就为孩
子们推出了“童话课程”。一
个多月的时间里， 老师、家
长要为孩子们讲童话故事，
而孩子们也要自己阅读童
话书。此外，还要动手绘制
属于自己的童话绘本 。今
天， 该校近500名师生还集
体开展了一次“秀童话”活
动。 ■记者 黄京

本报5月31日讯 明天将迎来六
一儿童节，还在犯愁带萌娃去哪玩吗？
明天上班没空陪孩子去玩？ 长沙一些
公园景区推出“六一 ”主题活动，不少
主题活动在周末还有。

6月1日，长沙世界之窗有“超级
英雄和‘泥’玩”主题活动，在这里，萌
娃们可以和美国队长、钢铁侠、蜘蛛侠
等等超级英雄们一起玩耍。 该主题活
动将持续到6月5日。

“六一”期间，长沙生态动物园的
饲养员讲解员将开始正式上岗， 他们
每天都会固定抽出时间来和市民、游

客互动。
省森林植物园6月1日—6月30日

推出系列优惠活动， 邀请市民游客来
“嗨”，20元/人的门票还有机会在该景
区的多肉植物展馆、 高尔夫球场等活
动场所全额抵现。

橘子洲沙滩乐园将更好玩。5月
28日，在沙滩乐园，集吃喝玩乐于一
体的创意冰雪嘉年华《雪国奇遇》正式
开园，园内有雪国车站、极地世界、糖
果动物城、极速滑道、雪国小镇、奇幻
魔界、冰城雪乡、雪国冬奥、芒果宫殿9
大景区。 ■记者 陈月红

本报5月31日讯 能独立安全
地在街道上行走， 能在拥有植物和动
物的绿色空间里自由地玩耍嬉戏，能
作为平等的城市公民享受各项社会服
务…… 今天上午，六一国际儿童节前
夕， 长沙市城乡规划局与长沙市教育
局在市规划展示馆联合组织研讨会，
研讨如何创建儿童友好型城市。

选取十所小学试点

“儿童友好城市”的概念起源于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 核心是要形成一个
完善的、儿童友好的城市空间，日常生
活中城市里所有儿童都能随时随地、
方便安全地玩耍与学习。

今年以来， 长沙市城乡规划局在
全市选取岳麓区一小等十所小学作为
试点开展儿童友好型校区周边交通及
公共空间改造规划项目。会上，各位专
家、 学者及学校负责人除了对岳麓区
一小交通及公共空间改善的设计实践
做讨论外， 也就儿童友好城市设计理
念、社区游戏场的更新、儿童友好城市
规划设计研究、 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

与公众参与等主题进行了探讨。

已经纳入远景规划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儿童友好城市
研究室工作人员沈瑶介绍，“儿童友好
型社会的建设经历三个阶段： 为儿童
设计；和儿童一起设计；最高阶段将教
育和实践相结合，让孩子们自己设计，
如孩子参与小区游戏场改造等， 可丰
富孩子们的社会性。 长沙正尝试一步
一步来做。”

“对儿童的友好其实就是对所有人
的友好。” 长沙市城乡规划局总工程师
王慧芳说，目前，长沙市规划局已将儿
童友好型社会创建纳入正在编制的《长
沙2050远景发展战略规划》， 并开展了
《儿童友好型城市规划导则研究》。

据了解， 针对十所小学的儿童友
好型校区周边交通及公共空间改造
规划项目的试点项目， 设计单位已完
成现场踏勘及现状调研报告编制工
作， 将在设计过程中面向社会广泛征
求意见， 计划8月中旬完成规划成果
的编制工作。 ■记者 叶子君

长沙规划建儿童友好型城市
选取十所小学，改造周边交通及公共空间，作为儿童友好型校区试点

5月31日下午， 长沙侯家塘街道
梓园社区的小朋友们迎来了一个阳光
快乐的儿童节。

长沙博大泌尿男科医院联合华领
健康体检中心以及竹工坊等在社区户
外健身场，开启了一场以“欢乐六一·
健康童年”为主题的体验式儿童节。

活动现场的体验活动主要分为
三大主题，第一主题活动由竹工坊带
来好玩刺激的亲子互动游戏：欢乐无
限———全家总动员“一起来夹竹宜
家”； 第二主题活动为华领体检关爱
小 朋 友 身 体 健 康 推 出 的 健 康 无
限———成长体检；第三大主题活动是
本次“欢乐六一·健康童年”的压轴项

目，是由省红十字会“金腰带关爱青
少年生殖健康”基金指定协作医疗机
构———长沙博大泌尿专科医院推出
的20万青少年生殖健康专项公益援
助基金，将会在6月1日-8月31日（暑
假期间） 重点针对省内8-16周岁患
有包皮过长、包茎的青少年男孩开展
专项公益援助。

今年主办单位每日开放5个预约
名额， 有需要的家长可以通过拨打电
话0731-88786666咨询详细优免措
施， 或通过登录主办单位官网http:
//www.boda0731.com/进行援助名
额预约， 及微信关注官方认证服务平
台：csbdnk，也可优先免费挂号。

“六一”去哪儿玩？长沙公园活动多

省儿童医院启动“护童计划”

“金腰带关爱青少年生殖健康”
大型公益援助活动开始报名

5月31日，湖南师大附中两名高三学生代表身着汉服，行冠笄之礼，用最“原汁原味”的华夏汉
民族传统方式宣告自己长大成人。 记者 黄京 摄

麓山国际：500师生“秀童话”

仰天湖小学：自导自演“我是歌手”

师大附中：高三学子行成人礼1
2

3

大孩子行“成人礼”，小朋友“秀童话”
长沙孩子的“六一”：快乐好玩还有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