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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5日从国家卫生计生委
了解到，日前国家卫计委召开了
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科室管理和
医疗技术管理工作的电视电话
会议，要求进一步加强对违规医
疗行为的监管和打击力度。

包括省、市、县三级卫生计
生委医政医管负责同志及二级
以上医院院长的电视电话会议
要求，医疗机构必须依法执业，
禁止出租或变相出租科室以及
发布虚假医疗广告等违法违规
行为； 要进一步加强医疗技术
临床应用管理，认真落实《国家
卫生计生委关于取消第三类医
疗技术临床应用准入审批有关
工作的通知》（国卫医发〔2015〕

71号）文件的要求。
会议重申，未在“限制临床

应用的医疗技术（2015版）”名
单内的《首批允许临床应用的
第三类医疗技术目录》 其他在
列技术（主要指自体免疫细胞
治疗技术等），按照临床研究的
相关规定执行。

对医疗机构违规出租或变
相出租科室、 违规开展医疗技
术临床应用的情况，会议要求，
各地卫生计生部门立即组织开
展全面清理， 积极配合工商部
门查处违法发布医疗广告的行
为， 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健
康权益。

■据新华社

由中国医学科学院编写的
《中国医改发展报告（2015）》5
日在京发布。报告认为，医改在
改革的广度和深度上继续拓展
和延伸，100个试点城市推开了
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基本医
保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新一
轮药品招标采购全面实施；分级
诊疗体系建设得以推进。

报告提出了医改进入攻坚
阶段的建议：坚持把基本医疗

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
提供，加强政策的协调联动性；
加强医教协同，提升医学教育
质量， 加强以全科医生为重
点的基层卫生人才培养 ，加
强公共卫生、 儿科、 精神病
科、 护理及适应健康新需求
等急需紧缺人才队伍建设 ，
充分调动医务人员参与医
改的积极性。

■据新华社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5日在
部署“十三五”中央国家机关节约
能源资源工作时指出， 中央国家
机关配备更新公务用车中新能源
汽车的比例要达到50%以上。

据介绍，“十三五”期间，中央
国家机关将创新绿色出行方式，
积极引进社会资本参与充电桩建
设和提供新能源汽车应用服务。
为鼓励和引领新能源汽车的消费
和应用， 会议现场还启动了新能
源汽车自助分时租赁项目， 演示
了自助服务的过程。 ■据新华社

国家卫计委：禁止医疗机构出租科室
加大对违规医疗行为的打击力度

连线

医改发展报告:加强儿科等紧缺人才队伍建设

5月5日， 工作人员在检查当
日正式并网发电的长兴县画溪街
道一家企业的屋顶光伏发电设备。

浙江省长兴县近年来快速推
进新能源光伏发电项目的建设，现
有已并网光伏发电项目87个，累
计发电量近5000万千瓦时。 每年
为当地减少4.05万吨标煤使用量，
减少12.16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新华社 图

中央国家机关一半公车
将是新能源车

“光伏县”发电
近5000万度

减资公告
根据本公司股东会决议，本公
司注册资金由 5080 万元减少为
2000 万元整。 为保护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 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公
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并以书面形式函告本公司。 本
公司地址：长沙市岳麓西大道
588号芯城科技园三号栋 12 层。
联系人：肖婷婷 电话：15074960425
湖南国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长沙市新煤城投资有限公司遗
失由宁乡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
理局 2016 年 1 月 26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30124582773045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远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5
100143667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文化资源开发服务中心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市雨湖区隆力奇爱家生活
九华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 43030260021048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老粉匠餐馆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分
局 2015年 4月 22日核发注册号
430105600426641 的营业执照
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龙山县开源金银花种植基地合
作社遗失龙山县工商行政管理
局 2013 年 9 月 10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本，注册号 :433130NA
000139X。 遗失龙山县国家税
务局 2014年 4月 1日核发的税
务登记证正本，税号:43313007
915129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个体工商户符东遗失由龙山县
工商局 2014年 10月 28日核发
的注册号码为：4331306001336
31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帆顺机电制造有限公司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及 IC 卡，
代码：68953428-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金燕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遗失国税税务登记证正本，
税号 430111588965929 声明作废。注销公告

长沙尼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地址 :
长沙市芙蓉区荷花园街道二环
线荷花园宏华花苑 A 栋 801 室,
联系人:周叶明,电话：13349607580

◆改变你我：靓女 30人缘好夫老
总渴望有孩伴无奈离觅真诚懂
我男给你一切 18217362385

遗失声明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长沙市望
城区供电分公司遗失通用机打
(非税控冠名)发票 29 份，号码
24118101-24118129。 遗失增值
税普通发票 27 份，号码 :0042
1935-00421961，声明作废。

出租汽车发包招租
广东罗定市云龙出租车公司原
90 辆出租车到期，现向社会重
新发包、招租，有意者请来电
来人咨询考察。 联系人:杜先生
联系电话：18623139330

注销公告
湖南道顿日用品贸易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议注销，请债权人自
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粟金秀 电话:13017182980

注销公告
永顺鑫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谭伟，电话：18797457222

公 告
湘 F8Y012 当事人、湘 A04D5
5 何粤湘、湘 HF7912 朱建军、
湘 AEA012 周永、 湘 A7Q618
邹 波 、 湘 AKN276 李 斌 ：
因你驾驶车辆从事非法运营，
被我局依法查扣，至今未来我
单位接受处理，我局现已再次
对你作出《行政强制执行催告
书》， 请你于公告之日起六十
日内到我单位领取《行政强制
执行催告书》，逾期未来领取，
则视为送达。（地址：长沙市芙
蓉区荷花路 7 号，联系：0731-
84694770 联系人：任志钢）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6年 5月 6日

公 告
湘 ALU442刘鸽年、湘 AHB04
7罗彪、 湘 H0N260谢艳均、湘
AQD639 谢军、 湘 A23D30 李
兵、湘 J3K051当事人、湘 AB8
28F熊军、湘 A4ZN66张淦：
因你驾驶车辆从事非法运营，
被我局依法查扣， 至今未来我
单位接受处理， 我局现已作出
《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 请你
于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我单
位领取《行政强制执行催告
书》，逾期未来领取，则视为送
达。（地址：长沙市芙蓉区荷花
路 7 号， 联系：0731-84694770
联系人：任志钢）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6年 5月 6日

征婚 交友

招商、理财咨询

公告声明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招司机搬运工

投资重点，地产，矿业，农牧
业，旅游、新能源、企业扩建，
种养殖业等。 (高薪诚招驻地
商务代表)13965137115李经理
邮箱：13965137115@163.com

安徽宝泉佳创投资

财运来搬家行业 诚信单位
85594898

永发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653588

大额资金支持企业及各类项目
借款，200 万起贷， 代打各类保
证金 ，轻松解决资金困难 ！
028-86759888（中融信行）

雄厚资金 全国直投

企业及个人投资借款（房地
产、工程、矿业、能源、种养殖
业等优质项目）。 200 万起贷，
区域不限，手续简便，利率低，
代缴工程保证金、 土地出让
金。 详询：028-66000068

大额资金 投资借款

便民搬家

为企业及个人解决资金困难
（企业新三板上市、矿产业、
水电站、能源、农牧林业、宾
馆、房地产、在建工程等）50
万起贷，高薪聘商务代表。

天麒投资

028-85122299

永拓投资借款
本市户口凭身份证当天放款，
无抵押（天佑大厦 2801 室）
火车站阿波罗商场对面
85526365、15073122992

咨
询

高薪诚聘月末摆账员
办公电话：400-0733-226
0731-27582556，18773391696 黄

招生 招聘

投资重点，地产，农牧业，企
业扩建，种养殖业等优质项目。
(高薪诚招驻地商务代表 )
13635693294汪经理

安徽豪润投资

★大额资金寻各类项目，区域不限
★在（扩）建工程、房地产、矿业、旅游、
交通、农牧业、畜牧业，制造业、酒店、学校等

028-69292928

大额资金 全国直投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非手术———

一根根“植入式”增发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
223号湘域中央 1号楼 911室
www.hayija.com/cs/

非手术， 一根根
“植入式”增发，少
多少，增多少。 可
做小平头，前发际，
往后背头。 女发增
密， 增发遮白发，
物理方法变黑 。

咨询热线：0731-

89831328 89831428

凭此广告 折6.8
增发后

白发前

增
发
前

增
发
后

扫一扫左边的二维码图案，加我微信

韩艺家
HAYIJA

招聘有经验的增发
师，月薪保底 8千。【 】

快取：教师会计学历职称医
护建筑药师 13332516331考证

五粮液股份福喜迎门酒特惠招商
您想做白酒生意发展吗？ 那就请加盟五粮液股份
有限公司福喜迎门酒！ 该酒浓香型,品质优异，尤
其适合婚宴、寿宴、喜庆宴等。 价格低廉，大众消
费，各门户网站正在播映“福喜迎门”喜剧微电影
以及支持广告费、门头装修、业务员工资等丰厚市
场政策支持，现特惠诚征县市级以上总经销商！

加盟 QQ：159815698 159815928
028-68988888 18811182888
网址：www.wlyfxym.com

转让 出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凤丫头食品有限公司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代码:
08764792-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新化县雪峰山牲畜养殖专业合
作社遗失由新化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 2013年 6月 13 日核发的
工商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1322NA000402X；遗失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本，代码：0726
1364-X；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
（国税），税字：4313220726
1364X，声明作废。

商务部市场运行司负责
人5日说， 目前生猪养殖效益
可观，这有利于调动养殖户积
极性，增加生猪产能，但由于
生猪生长具有一定周期性，预
计后期猪肉价格将高位波动，
上涨幅度可控，市场供应有保
障。

该负责人表示，3月下旬以
来，猪肉价格继续上涨，但是上
涨幅度逐步缩小，涨势趋缓。商
务部监测， 上周36个大中城市
白条猪肉平均批发价格每公斤
为25.8元，比前一周上涨0.4%，

比年初上涨14.1%。
他指出， 为维护市场的平

稳运行，商务主管部门一方面
加强监测， 关注猪肉市场变
化。及时分析发布猪肉市场供
求和价格情况，发挥信息引导
作用。 另一方面加强调控，增
加市场供应。 去年12月以来，
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分7批向
市场出库投放了12.2万吨中央
储备冻猪肉。 另外， 北京、浙
江、陕西等12个省市也陆续投
放了地方储备猪肉，共投放了
近3万吨。 ■据新华社

商务部：15万吨储备冻猪肉投放市场

中国纵横


