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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0月 11日讯 今
日， 记者从长沙市人社局获
悉，长沙小微企业贷款申报工
作已经启动，符合条件的小微
企业可申报无偿资助或贷款
贴息，符合条件的企业可申请
最高不超过300万元的贷款。

申请贴息贷款
需符合条件

申请贴息贷款需满足哪
些条件呢? 长沙市人社局的
工作人员说， 小微企业持相
关证照并经营满1年以上 (不
含国家限制性行业)，当年新
招用未就业人员数量达到企
业现有职工人数的15%(超过
100人的企业达到8%)，并与
其签订1年以上的劳动合同
并缴纳社会保险。 且小微企
业应无拖欠职工工资、 欠缴
社会保险费等严重违法违规
信用记录。

企业通过房产抵押担保、
质押担保等方式，最高可贷款
300万元，期限最长2年。贷款
额度根据企业实际招用人数、
企业规模、 经营情况等确定。
利 率 ： 上 限 不 超 过
LPR+150BP。 贴 息 标 准 ：
LPR-150BP以下部分， 由借
款企业承担，剩余部分财政给
予贴息。

企业需要准备多项资料

经初审合格后的小微企
业，要向人社部门报送相关材

料，其中包括营业执照或有关
部门颁发的经营许可等原件
和复印件，或相关的行业准入
许可证；企业当年新招用符合
条件的人员证明材料及户口
本原件； 企业当年新招用符
合条件的人员名册1份，加盖
公章；劳动用工合同原件；营
业执照副本(经营特殊行业的
提供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或
主管机关批文)原件；企业出
具无拖欠职工工资、 欠缴社
会保险费等违法违规信用记
录的承诺书或由相关部门出
具无拖欠职工工资、 欠缴社
会保险费等违法违规信用记
录证明；《企业创业担保贷款
申请审批表》； 公共服务机构
及经办银行要求提供的其他
材料。

个人创业贷款的
最高额度为20万元

符合条件的个人可向创
业地所在区、县（市）及以上公
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创业担
保贷款，个人创业贷款的最高
额度为20万元，合伙创业或组
织起来共同创业贷款的最高
额度为110万元， 贷款期限最
长不超过3年。 ■记者 王智芳

本报10月11日讯 老百姓“舌尖
上的安全”如何守护？今日，长沙市公
安局“向人民报告”系列警民互动活动
在长沙市公安局食药环支队举行，看
警方如何坚守百姓食药环安全最后一
道防线。

在全省公安机关首个以食品药品安
全为主题的教育展示厅里，“名酒”“名
烟”“药品”甚至还有“海鲜”“油盐酱醋”
等展品摆放在展示台上， 公安民警现场
向参观市民支招鉴别真假方式方法，普
及传授食药环安全知识。

“你看这包鸡精， 问题产品外包装
印刷的颜色和正品相比明显偏淡，字
体也比较模糊。” 调味品科普专区前，
民警盛闹向参观市民传授鉴别调味品
真假方法，“购买时一看包装印刷是否
清晰，二看包装封口是否齐整，三是闻

气味……”
盛闹告诉记者，2018年2月， 长沙公

安食药环支队查获制售假调味品仓库窝
点10处，涉案门店40余家，用于制假的原
材料8袋，制假空瓶、标签5万多套等一批
制假设备，案件涉及太太乐、李锦记、家
家乐等多个调味品品牌。“经过严厉打击
后， 现在长沙市场上几乎没有假冒的调
味品了。”盛闹说。

长沙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长
沙公安将进一步完
善机制、强化措施，
不断加大食品药品
环境领域犯罪的防
控、打击力度。

■文/视频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刘彬周卫伟

上午10时， 在长沙市轨道交通运营
有限公司内，三湘都市报记者看到，一趟
轨道上，两辆轨道列车相对排列，相距不
到百米。一阵提示音过后，一侧的地铁发
动，朝着对面的地铁缓慢行驶而来。哐的
一声，两车顺利连接，合二为一，并朝一
个方向行驶。

“现在进行的项目叫作救援连挂，就
是选手担任救援列车司机，将一列被救援
列车成功进行连挂，并推动其前行。过程

中，会在有效时间内考核选手的连挂作业
流程、连挂平稳性。”现场工作人员表示，
选手们驾驭近百米长的列车，误差以厘米
和小数点以下数字计算，难度可想而知。

工作人员介绍， 地铁隧道的单个方
向只有一条轨道通行，因此，救援就需要
故障列车前方或者后方的列车担任救援
列车，与互相列车连挂后，将故障列车推
离或者牵引到车站， 避免阻塞隧道造成
更大的晚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国东方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收购的长沙新世界
国际大饭店有限公司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
竞价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债权情况：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拥有对
长沙新世界国际大饭店有限公司等债权总额 38660.45
万元，其中：债权本金 16375.4 万元，利息 22285.05 万
元， 以上债权本金及利息均暂计算至 2021 年 10 月 9
日止。 该贷款债权担保方式为抵押加保证担保，抵押人
长沙新世界国际大饭店有限公司以其位于长沙市开福
区五一大道 868 号的商业房地产进行抵押； 保证人为
湖南东方农业产业有限公司和湖南东方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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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
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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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
该债权。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 /收益权转让。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分期付款
公告有效期限： 公告发布日期为 2021 年 10 月 12

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有效。
该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 www.zsamc.com】，或与公司
业务联系人接洽。

特别提示及声明：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
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
成一项要约。

受理公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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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詹先生
联系电话：13867974707
通讯地址：长沙市环球世贸金融中心 4609室
邮政编码：41000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狄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 10月 12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长沙小微企业贷款申报工作启动，申请条件看仔细

最高可贷300万!�这笔钱你申请了吗

本报10月11日讯 防风
险、除隐患、遏事故……10月
9日，长沙市望城区高塘岭街
道，从辖区实际及特点出发，
结合新《安全生产法》 的实
施，开展安全生产培训。街道
全体党政领导、安委办、各社

区（村）相关负责人和辖区内
各企业负责人等百余人参加
本次培训。参会人员表示，本
次培训促使大家进一步树立
责任意识和安全意识， 防患
于未然，为生命和家庭护航。
■记者丁鹏志通讯员徐铁武

街道强化安全责任 严守生命防线

地铁故障致“塞车”？“救援连挂”了解一下
湖南开展交通行业“大比武” 300余名里手亮绝活

安全、 准点的地
铁是许多市民出行首
选，然而，一旦地铁出
现故障，也可能会造成
“塞车”。此时，就需要
进行救援连挂（或者叫
链接）了。

10月11日上午，
2021年湖南省交通运
输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在长沙拉开帷幕。来自
全省42家参赛单位的
300多名参赛选手，在
公路养护工、流体装卸
工、 机动车驾驶教练
员、公路收费及监控员、
城市轨道交通列车司机
5个（职业）工种领域中
开展“大比武”，其中就包
括救援连挂项目比拼。

■记者 和婷婷

据悉，这是湖南省首届职业技能大
赛交通运输行业的赛事，也是第十三届
全国交通运输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湖南
省选拔赛。大赛由省交通运输厅、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总工会、共青
团湖南省委员会共同主办。

比赛持续3天，将产生“湖南省五一
劳动奖章”“湖南省技术能手”“湖南省
青年岗位能手” 等一批省级荣誉获得

者。优秀选手和队伍还将代表湖南参加
第十三届全国交通运输行业职业技能
大赛决赛。

职业技能竞赛已举办了12届，竞赛
项目涵盖了交通运输12个职业20多个
工种。通过竞赛，产生了100余名“湖南
省五一劳动奖章”“湖南省技术能手”“湖
南省青年岗位能手”。

12届技能竞赛产生100余名交通能手

地铁拖地铁，竟是在救援

酱油、鸡精也有假？ 民警现场教你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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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技能竞赛现场正在进行地铁救援连挂。 记者 和婷婷 摄

现场

数据

通讯员 袁东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