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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李翔
通讯员 杨开云 刘慧思

近日，绥宁县举办第 27 个
世界湿地日宣传活动， 旨在提
高公众对湿地为人类和地球所
作贡献的认识， 采取行动修复
湿地。

活动由绥宁花园阁国家湿
地公园管理处主办， 绥宁县检
察院 、县教育局 、县林业局 、县
农业农村水利局等单位协办 。
绥宁县副县长周元彪、 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唐艳、 政协副主席
伍丹丹与相关单位及社会公益
志愿者参加活动。 县检察院副
检察长杨超， 政治部主任钟祥
晖，专职委员李德福，第二检察
部主任杨开云带队参加。

活动中， 长铺镇第一小学
学生表演合唱并向全体市民发
出倡议，号召大家珍惜湿地，保

护湿地。 周元彪、唐艳为该校湿
地自然学校授牌。 县检察院发
放公益诉讼宣传资料共 500 余
份。

杨超带领检察干警对湿地
公园巫水河流域田心段开展巡
河， 与志愿者开展增殖放流活
动。 以实际行动呼吁社会各界
珍惜湿地、保护湿地，切实增强
公众参与保护湿地的意识 ，自
觉养成爱护湿地的良好习惯 ，
用实际行动共同维护湿地公园
的生态环境。

花园阁国家湿地公园地处
三湘林业第一县的绥宁， 有神
奇生态绿洲之称， 属湖南省重
点生态功能区 ， 湿地面积为
513.8 公顷。 广阔的湿地面积和
复合的生态系统， 孕育了湿地
公园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2019 年以来， 县检察院共
办理涉湿地保护公益诉讼案件

10 件， 向行政机关发出诉前检
察建议两件， 办理刑事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 8 件，起诉 1 件，督
促清理、回收各类垃圾、固体废
物 10 余吨，增殖放流投放各类
鱼苗 5.6 万尾， 开展巡河 20 余
次， 进一步维护了绥宁湿地生
态资源的多样性和生态平衡，为
实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环
境更优美的美丽绥宁贡献检察
力量。

下一步， 绥宁县检察院将
进一步加强与各行政单位的沟
通联系， 积极履行公益诉讼检
察职能，立足绿色发展理念，服
务绥宁生态安全和促进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战略， 督促相关
单位加大巡查和执法力度，持续
加强普法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形成
“保护生态环境人人有责”的良好
氛围，用“检察蓝”守护生态绿、
湿地美。

●刘茂兰遗失邵阳学院2017届护理
专业大专毕业证，证号：1054712017
06000791，声明作废。
●贺紫叶于2023年1月9日不慎遗失
身份证，身份证号：43092220000610
2328，特此声明

●何智于2023年2月5日不慎遗失身份
证， 身份证号：430405198804114012，
特此声明
●父亲李二旺与母亲王超群遗失女
儿王睿出生医学证明 ,证号H43034
4724声明作废。

●湖南嘉衡医特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编号：4301030155876，
声明作废
●陈鸿、 魏小倩遗失位于长沙市望
城区月亮岛街道明发商业广场2-02
栋2902室购房发票，号码：07255030，
金额：510,000元，声明作废。
●阳黔遗失护士执业证，证号:20211
43050130242，声明作废

●中泰财富湘江22栋2301房主易文
迪， 遗失株洲中泰财富湘江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单位2020年12月15日
开具的1110450号票据， 金额189000
元，声明作废
●长沙市天心区小宇宙青少年体育
俱乐部遗失民办非企业登记证书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430MJJ6
12895B，声明作废

●邵阳县大木山伊味儿休闲食品不
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许可
证编号JY14305230291285，声明作废
●石爱连遗失邵阳市中心医院东院开
具的医疗住院收费票据1张， 编号
0000121159，金额1487.41元，声明作废
●湖南行稳贸易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正方圆钢材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原
预留银行的印鉴章，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父亲:熊令，母亲:石邵莲，不慎遗失
2019 年 6 月 10 日出生、姓名为熊石
宇的出生医学证明一份， 出生医学
证明编号为:T35033755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必胜水暖洁具批发部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301026
00032655声明作废
●李永春，2023年2月3日因保管不善
遗失湖南省司法厅2022年6月27日颁
发的律师执业证， 律师执业证书号：
14312201410449256，现声明作废。

法治 政法大报刊 省级新闻媒体 权威发布
值班电话(微信)13755167811�QQ544751602分类信息

本报讯 （夏石福 张乐 ）近
日，中原食品实验室科学家大会
暨漯河市创新发展大会举行。中
国工程院院士、省内外首席科学
家、岗位科学家等近百位专家学
者齐聚河南漯河，围绕所研究领
域以及中原食品实验室创新发
展作报告，共商发展大计。

“‘汇集世界高科技，汇集世
界新工艺’是双汇名称的诠释。”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总裁马相杰在发言时表示，双
汇的国际化发展之路，离不开科
学技术的推动，离不开各级政府
的支持。

马相杰介绍，漯河是全国首
家中国食品名城，去年漯河市主
导建设中原食品实验室，配置了
一流的实验设施，汇聚了国内顶
级的食品科研团队，“我们相信，
中原食品实验室将成为漯河打
造创新食品名城的最强助推器，
也将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食
品科技战略高地。 ”

据介绍，双汇具有扎实的研
发实力和基础，建有国家级企业
技术中心、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省级技术创新中心等。核心研发

团队有 200 多人，先后主持或参
与国家科技攻关项目 6 项，荣获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省部
级科技奖励 12 项。

“十四五期间，双汇将积极
与中原食品实验室紧密合作、深
度合作。”马相杰说，双汇将坚持
“实业+科技”发展战略，加强在
产业研究、技术改造、产品迭代、
消费升级等方面的合作，加快产
品结构调整和品质升级，引领肉
类工业加速向产业化、 多元化、

国际化、现代化发展 ，推动食品
产业升级。

双汇将积极与中原食品实
验室联合开展“卡脖子 ”技术专
项研究，在耐热型芽孢菌研究及
安全性分析、预制菜风味保持及
标准化生产技术研究等方面进
行攻关。 另外，双汇将加快中原
食品实验室研究成果转化，共建
“中原食品实验室–肉制品与预
制菜成果转化基地”， 提升企业
技术实力和市场竞争力。

本报讯 （通讯员 郭健
琛）2 月 2 日，临澧县委巡察
办主任付云给烽火乡纪委
书记郭健琛打电话 ：“郭书
记， 今天去将军山社区种粮
大王操成波那边看看，不知他
的种粮补贴资金到位 了 没
有。 ”“好的，不误农时确保
春耕责任在肩啊 ！ ”郭健琛
回答。

一年之计在于春。 在操成
波的千亩稻田园里，种粮大王
带领 66名农户正在做春耕前
夕准备。 “老操，农田补贴到
位了吗，还有什么困难吗？ ”

“搭帮党的惠农好政
策，20 万农业贴补助资金早
就到位了，连今年乡党委计
划 500 亩扩展农田转让补
贴资金一起到位的 ，现在本
乡准备外出打工的农户不
外出打工，都要加入我的合
作社了呢 ！ ”操成波欣喜地
回答。

烽火乡纪委开春第一
局，组织两名乡纪检干部 、9
名村纪检监督员深入农家 ，

开展“三问三送”支援春耕生
产。 在烽火乡为 168 名种田
大户问查农补是否到位 ，送
宣讲国家惠农政策有关精
神 ；问春耕生产前期工作是
否准备充分 ，送春耕生产有
关专业读本 ；问是否需要农
技专家 ，送春耕生产技术专
业员进村入户帮扶。

烽火乡有全县万亩良田
示范片，是临澧县种粮大乡，
又是县委巡察办联点乡。 乡
党委 、纪委把春耕春播作为
当前头等大事 ， 通过护航
惠农资金的使用 ， 把临澧
人 民自 己 的 饭 碗 端 稳 ，以
“三问三送” 的方式健全组
织网络，创新监管方式，实现
了惠农资金管理网格化 、运
行规范化 、监督常态化等规
范化的制度 。 日前，为种粮
大户送科教读本 320 册 ，12
名农业技术员已入村到户 、
对种粮大户提出的优质粮
种 、农药化肥 、农机修理等
21 项问题将在 2 月底落实
完成。

绥宁“检察蓝”
守护生态绿湿地美

继承公示
经初步审定， 我机构拟对位于双峰县永丰街道和森大道 11 栋 604

房，双房权证 2008 字第 1131 号，双国用 2008 第 B1010 号不动产予以转
移登记（因法定继承取得，被继承人：凌红明。 继承人：彭兰英），现予公
示。 如有异议，请自本公示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将异议书面材料送至双
峰县政务中心不动产中心。 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我机构
将予以登记。

双峰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继承公示
经初步审定， 我机构拟对位于双峰县永丰街道桃树村富厚路以东

（丰茂新城 2 号楼 712 房）， 湘 2019 双峰县不动产权第 0000067 号不动
产予以转移登记（因法定继承取得，被继承人 ：胡浩然。 继承人 ：朱凤
芳），现予公示。 如有异议，请自本公示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将异议书面
材料送至双峰县政务中心不动产中心。 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或异议不成
立的，我机构将予以登记。

双峰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继承公示
经初步审定，我机构拟对位于双峰县永丰街道和森路（财智时代城

市综合体 1 房），湘 2021 双峰县不动产权第 0015609 号不动产予以转移
登记（因法定继承取得，被继承人：何田英。 继承人：贺卫华），现予公示。
如有异议， 请自本公示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将异议书面材料送至双峰
县政务中心不动产中心。 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我机构将
予以登记。

双峰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遗失声明
刘 皓 轩 于 2023 年 02 月 04 日 不 慎 遗 失 身 份 证 件 ， 证 号 ：

43250119980706001X 现声明作废。
长沙市视传广告有限公司遗失原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欧阳玉勇身份证遗失，证号：431021198309118293，自见报之日起不承担被

人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广告：欢迎刊登各种分类信息，热线电话：4001109919
本栏目由报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协办

全国税收筹划，个体户设立咨询：4001080366

临澧烽火乡
“三问三送”促春耕

■经济信息

马相杰：双汇将与中原食品实验室
紧密合作，推动食品产业升级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马相杰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