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湘都市报12月20日讯
3D打印、5G技术、 移动机器
人，新兴技术的实操画面科技
感十足；花艺比拼、茶艺展示、
钳工竞赛、厨艺比拼，现场展示

让生活更加美好……今日，以
“技攀高峰能行天下” 为主题
的长沙市第一届职业技能大
赛拉开帷幕，30个竞赛项目同
步启动，600余名选手同场比

拼， 现场气氛紧张而热烈。本
次大赛将持续3天，12月22日
晚举行闭幕式，颁发大赛相关
奖项。■文/视频 全媒体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谢静雅

近年来，资产配置在居民财富管理
中关注度显著提升。在近期举行的中欧
基金2022年度权益投资策略会上，中
欧多资产策略组投资总监黄华围绕该
话题和与会者进行了主题分享。

黄华指出，在“房住不炒”和资管

新规的背景下，投资者的权益资产配置
比重日益提升。在资产配置中保持一定
权益仓位，将有望提升组合长期投资收
益率弹性。多元资产的组合搭配，可以
提升整体投资体验，争取更多元的长期
超额收益。 ■经济信息

近日， 农行湖南娄底市分行启动
青年工作“五‘心’工程”，通过公开述
职竞聘、综合能力考试等方式，在全行
范围内选拔培养优秀青年人才， 进一
步激发青年员工成长活力， 优化干部
队伍结构， 发挥青年人才在改革转型
发展中的战略引擎作用。

“稳心”工程强保障。通过持续落
实总行“五件实事”，深入开展家园文
化建设，高标准建设好员工周转房、书
屋、活动中心，为青年员工提供温馨舒
适的居住环境，营造“家”的温暖。

“暖心”工程强关怀。持续加大员
工人文关怀，推进“我为员工办实事”。
每年组织员工开展健康体检和困难员

工帮扶，定期举办文体活动，持续落实
“暖心工程”。

“炼‘芯’”工程强能力。该行创新推
出导师制、师徒制，倡导青年员工自主拜
师，为每一名青年员工均配备一名导师，
通过一对一传帮带，不断提升综合能力。

“动‘芯’”工程强活力。定期组织职
业技能培训，开展比武练兵，组织青年
员工参加总行岗位资格考试，鼓励其取
得相关职业资格，增强青年员工活力。

“培‘芯’”工程强素质。为进一步完
善青年人才储备体系， 该行在总行青年
英才工程基础上， 针对青年员工职业发
展初期和早期分别实施“青苗” 计划和
“青穗”计划。 ■孙雄武 经济信息

三湘都市报12月20日讯 今日，
由省农业农村厅指导、 长沙厨百福食
品有限公司等共同协办的“湖湘味·新
年寄”湖南特产年货节在长沙启动。这
场为期40天的活动，不仅是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化危为机的创新举措， 更是
以“在线”新经济助推农业升级、农村
发展、农民增收的有力探索。

预制菜的“冰与火之歌”，已然拉
开大幕。如今，一批预制菜正以2倍速、
3倍速甚至更快的速度生长，顾客只需
按下微波炉加热键， 一份预制菜在几
分钟后就能变成家宴上拿得出手的硬
菜。

年货节上， 坐落于湖南省浏阳生
物医药产业园的长沙厨百福食品有限
公司便首发一款名为“百福家宴”的年
夜饭大礼盒，囊括了百福当家肉、啤酒
烧鹅、金汤甲鱼、老鹅汤酸菜鱼4款招

牌菜。三湘都市报记者注意到，这些餐
盒上大多注明生产时间、 保存条件、保
质期等，还标注了菜品主料、配料、调料
等信息并备注建议食用时间，以便顾客
轻松制作美味菜肴。

长沙厨百福食品有限公司总裁付
浩介绍，公司生产预制菜的原料均来自
于国内标准化基地，如产自“洞庭之心”
大通湖的甲鱼、 来自世界500强企业华
润五丰有限公司的肉类以及源自云贵
川高海拔地区的寒菌等。企业在研发时
就看重产品品质和口感，以期给顾客带
来绝佳的消费体验。

付浩说， 上线一款成功的半成品
菜，要反复调整产品的甜咸度、冷冻后
的口感，还要考虑大众消费者的烹饪习
惯。未来，研发能力将成为衡量预制菜
核心竞争力的标准之一。

■全媒体记者 黄亚苹

助力湘派预制菜“出圈”
“湖湘味·新年寄”湖南特产年货节启动

14家私募机构被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存在的问题包括：未按照要求提供检查材料、登记信息不准确不完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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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收购的郴州市诚泰矿业有限公司等
3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现予以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郴州市诚泰矿业有限公司】等
【3】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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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处置方式：组包或单户债权转让 / 收益权转让 / 法
律法规允许的其它处置方式。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分期付款。
5、公告有效期限：上述债权已于 2021 年 3 月 23 日在

三湘都市报第 A06、A07 版刊登过， 现进行组包处置公告，
公告发布日期为 2021 年 12 月 21 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 5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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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浙商资产 -资产招商】查询，或与公司业

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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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
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
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 本公告不构成一项
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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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先生】
联系电话：【13566766667】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大道 193号 301室
邮政编码：310002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纪律检查室）
联系人：【狄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 12月 21日

（以上债权均暂计算至 2021年 11月 20日止）

1、债权情况：

担保人何春阳、何春香、陈爱莉、陈北川、何宇清、
肖莹、陈颖诗、陈爱中、刘健民；抵押物为陈颖诗名
下的位于郴州市飞虹路龙腾广场生活大师 123、
124、125 的商铺，面积分别为 92.55m2、69.15m2、
61.47m2

担保人湖南省庭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选芳、
伍冬兰、陆锋锋、资娜、耒阳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抵
押物为湖南省庭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
耒阳市蔡子池街道办事处蔡池路与群英路交汇处
（凯旋帝景）3 幢 -1 层 -0101、3 幢 -1 层 -0102
号车库用房，建筑面积为 1625.27m2、2203.31m2；
3 幢 -2 层 -0201、3 幢 -2 层 -0202 车库用房，建
筑面积为 1168.82m2、2557.21m2；3 幢 1 层 0102
营业房产， 建筑面积 613.09m2；3幢 2 层 0201 营
业房产， 建筑面积 832.47m2；3幢 2层 0202 营业
房产，建筑面积为 1680.52m2

担保人湖南恒旺日用制品有限公司、王检忠、何平
香； 抵押物为位于湘潭市雨湖区先锋乡高岭路怀
义亭幸福路 18 号工业土地使用权及房产，房屋面
积 24586.06m2，土地使用权面积 23386.2m2

1
郴州市诚泰矿
业有限公司

序号 债务企业名称 所在地 债权本金 利息 代垫费用 担保人及抵押物

郴州市 363.28 1237.33 0.00

2

3

耒阳市富弘
能源实业开
发有限公司

衡阳市 3799 1013.33 0.00

0.0071.583789.9湘潭市湖南恒旺日用
制品有限公司

合计 7952.18�����2322.24

单位：万元

三湘都市报12月20日讯 湖南证
监局近日在官网发布消息，在2021年
私募基金专项检查工作中，发现有14
家私募机构存在不同程度的违法违规
行为，分别对这14家私募机构采取了
出具警示函、 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
施。

公告显示， 被湖南证监局采取行
政监管措施的14家湖南私募机构，分
别是长沙华六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沃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西
格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高新创
投新泰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永
创伟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麓谷
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永大宏
庆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企业（有限合
伙）、湘潭城发财信城镇发展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中诚卓锐（湖南）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湖南盛和创富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湖南中南汇智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 湖南华鸿景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朴和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乐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这些私募机构存在的问题主要包
括：未按照监管要求提供检查材料；在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的信息不准
确、不完整、更新不及时；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制度不完善、执行不到位；公司档案
不全，部分投资者资料不完整等。

值得一提的是，这14家被湖南证监
局采取行政监管措施的私募机构，有多
家在湖南小有名气。比如长沙麓谷创业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参与投资过力合科
技、三德科技等湖南上市公司，以及天
仪研究院、 机械之家等科技型企业。湖
南华鸿景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参与过
华数传媒、华自科技等A股上市公司的
定向增发等。 ■全媒体记者 潘显璇

农行湖南娄底分行“五‘心’工程”服务好人民

中欧基金黄华：
把握权益资产长期价值，应对资产配置新变局

长沙市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开幕
600余名选手同场竞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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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选手在进行装配钳工项目比赛。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